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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南荣军）8月 2日下午，陕西
省总工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先进事迹报告会，在西安曲江宾馆大
礼堂举行。省总工会特邀港珠澳大桥管
理局总工程师、中国公路学会桥梁与结
构工程分会副理事长苏权科同志来陕，
作了《用奋斗架起中国脊梁》的报告，为大
家生动讲述了作为“桥梁人”的初心和使
命。陕西省铁路集团 10余名员工作为省
交通运输系统代表参加了报告会。

在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中，苏权科多次

提到“不想留遗憾”“不想凑和”“让差不多
行不通”“因为国之重器，来不得半点马
虎”等关键词，充分展现出桥梁人精益求
精的专注精神和忘我的执着精神。

最后苏权科说道：“没有党的领导，
没有改革开放，港珠澳大桥永远只是个
梦想。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国家装
备制造能力大大提升，积累了人才和修
建跨海大桥的经验，才使我们有底气、有
信心、有能力建成世界级工程。我们可
以自豪地说，在超级跨海工程建设领域，

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在互动提问环节，铁路集团员工思

圆圆代表省交通运输系统职工，进行了
交流互动。苏总风趣幽默的解答，得到
了在场听众的阵阵掌声。

听完报告会，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
以苏权科同志为楷模，刻苦钻研、守正
创新，大兴实干精神，以交通强省为初
心，以“市市通高铁，关中通城际，快速
通全国”为使命，群策群力、攻坚克难，
为陕西追赶超越贡献陕铁力量。

省铁路集团职工代表参加苏权科来陕宣讲会

本报讯（毛浓曦 陈永斌）近日，西安市
总工会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成立了
西安市农民工工作委员会，以进一步提高
农民工工作制度化、常态化、精准化。

西安市的建会企业有着 96 万农民
工的庞大队伍，其中 92 万农民工是工
会会员，他们的诉求多种多样，生活中
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权益维护也存
在突出问题，如何更好地将这支队伍组
织起来，为他们提供维权服务，是工会
组织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年初以来，西安市总党组带着责任、

感情，深入区县、产业、开发区的 237家企
业，对全市 6934名农民工现状进行调查研
究。经过分析研判，决定成立西安市农民
工工作委员会，把引领服务保障农民工作
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性工程来抓，以体制机
制创新助力农民工公平均衡享受公共服
务、融入城市生活、实现人生梦想。

西安市总将成立西安市农民工工作委
员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向市编办上报，
得到了编办的大力支持，市编办批复成
立西安市农民工工作委员会，将其作为
市总的内设机构。根据批复，该委员会

的职能为：负责参与拟订有关农民工权
益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并监督实施；
负责拟订农民工工作规划，维护农民工
合法权益；推动农民工相关政策的落实，
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负责农民工安
全生产和职业健康保护，协调处理涉及
农民工的重大事件；负责提供帮扶救助、
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工作；负责落实促
进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有关政策；负责实
施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

据了解，该委员会已明确，将按照“建
会入会、权益保障、素质提升、平安健康”

“四大工程”谋划创新落实农民工工作；围
绕“三进三落实三跟进”搞好服务，即农民
工工作要“进入农民工集中场所、进入农民
工工作一线、进入农民工服务维权领域”。

委员会提出，把工作精力放在“创新落
实建会入会、全力落实服务保障、依法落
实职工权益”上，工作谋划创新将“跟进
大西安建设步伐、跟进市总党组决策部
署、跟进农民工现实需求”，努力当好工
会任务落实、争先创优、开拓创新的工作
队、先锋队、突击队，用实际行动把农民
工工作做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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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之声■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针对现实需要，面向全市职
工推出网上“职工书柜”，作
为职工读书沙龙活动的延
伸。职工只需下载相关 APP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即可随
时随地阅读百万优质电子图
书。工会如此担当，提供条
件，倡导职工读书，营造读书
风气，功莫大焉。

“工作日的午后，在洒满
阳光的咖啡馆中，一群志趣
相投的伙伴热烈讨论着最近
看过的一本好书……这样的
时光，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中显得格外奢侈。 然而，这
样的场景在北京正变得越来
越常见。”如此诗意的描写出
现在《工人日报》关于首都职
工读书沙龙活动的报道中，
并且用了《来，工会带你邂逅

“诗和远方”》这样很诗意的
标题，令人心向往之。

职工读书沙龙是北京市
总工会开展的首都职工素质
建设工程的一部分，由工会出
资、搭台，把一群群职工读书
爱好者聚在一起，为他们打造
起一个个滋养心灵、成长成才
的“悦读空间”。工会为职工
办了一件好事、实事。好在因
应了加强职工队伍建设的时
代主题，实在满足了职工群众
拓展视野，提升素质的需要。

“知识就是力量”“书籍是人
类进步的阶梯”对于已经远离课
堂，走上工作岗位的职工来说，扩
大知识领域，提升自身素质的一条
重要途径，就是坚持阅读那些凝结
了人类各种知识的书刊，使我们
便捷地、更多地学习或借鉴前人
或他人的经验、感悟，借以提高自己
的思想觉悟、修养情操、工作能力。

读书本是个人行为，由工会出
面组织读书沙龙，一方面是针对全
民阅读率走低的现实，另一方面赋
予了读书更多的新时代元素。

我国国民平均阅读水平远低
于世界文化强国水平，是不争的

事实。近年来，除了网络阅
读，国人的图书阅读量仍继
续呈下滑趋势。有调查显
示，我国大约近半数的国民
基本不读书，这与我国五千
年文明史和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的地位实在不相称。因
此，促进全民阅读已引起国
家层面的重视，列入国家立
法计划。工会组织职工开展
读书活动，是一种积极作为，
尽责体现。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自去年起面向全市职工开展
的“职工读书沙龙”活动，不
是泛泛号召，更不是放任自
流，而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重
点、有特色的。譬如，发动基
层工会自选主题，市总择优给
予支持，并且覆盖全市百余家
基层工会；又如，要求活动组
织 25 名以上职工参加，设置

“读书导师”，由热爱阅读的职
工或书籍作者现场领读，分享
心得；再如，职工读书沙龙活
动主题不搞千篇一律，既有价
值观与沟通、青年成长，也有
职业规划、精选领读，还专门
邀请优质读书推广团队，打造
面向首都职工的音频，等等。
这样做的效果，显然比个人读
书更有收获，让参与者在轻松
活跃的氛围中，丰富精神生
活，提升素质技能。

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普
及，是对纸质阅读的重大挑
战。许多人不读书的借口往

往是“没时间”。果真是工作、生活
太紧张了吗？看看连走路都在盯
着手机的场景，就是答案。网络阅
读是不可逆的潮流，问题在于内容
良莠不齐，知识碎片化，而且有些
人本来已经有限的阅读趋于实用、
功利，弱化了阅读品位和情趣。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针对
现实需要，面向全市职工推出网上

“职工书柜”，作为职工读书沙龙活
动的延伸。职工只需下载相关APP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即可随时随地
阅读百万优质电子图书。工会如
此担当，提供条件，倡导职工读书，
营造读书风气，功莫大焉。□张刃

据中工网 近日，齐
鲁大地持续高温。在山
东日照，一位身穿环卫

工服的客人来到日照银行昭阳路支行营业厅，他
径直走到写有“爱心驿站”标识的休息区，缓缓
坐下，喝几口桌上备好的茶水后闭目养神，驱赶
夏天的炎热和满身的疲惫。在他身后的桌子
上，还有绿豆汤、矿泉水、微波炉，柜子里摆放着
医药箱、针线包。

这位客人是昭阳路的环卫工人邵明洲。“以
前干活累了只能坐在路边、靠在树下休息，喝水
靠自己带。现在不一样了，这里啥都有。”邵明
洲脸上洋溢着笑容。

2018年以来，日照市总工会聚焦“城市有温
度”理念，在全市范围内规划建设一批面向环卫
工、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服务的爱心驿站。

近日，记者了解到，这些爱心驿站设置在银
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公园等地，每一处都
配备了桌椅、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医药箱、卫
生间等设施。旨在切实解决户外劳动者休憩、

饮水、就餐、如厕、手机充电等问题。
为了解决爱心驿站人员、资金、场地不足等

问题，日照市总工会发动银行、供电、通信等部
门单位广泛参与其中。同时，为确保爱心驿站
的有序运行，市总建立健全爱心驿站建设标准
及规章，制定服务公约，并设计制作“爱心驿站”
标识牌，让户外劳动者“找得到、进得去”，叫响
爱心驿站服务品牌。

截至目前，日照已建成并开放爱心驿站 84
处。今年底，将累计建成职工爱心驿站 150处，
到 2020 年底将扩展到 300 处，力争实现在城区
内最多步行 15分钟即可到达一处爱心驿站，打
造“户外劳动者 15分钟休息圈”。

日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李崇禧表示，下一步，爱心驿站建设要在提质扩
面上下功夫，不论是新建、改建还是共享模式，
都要做到“有场所、有保障、有特色、有温度、有
示范”，为户外职工提供常态化精准化服务，确
保驿站“建起来、愿意来、能用上”，让广大户外
劳动者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爱就在身边。

山东日照打造户外劳动者“15分钟休息圈”
■他山之石■

8 月 2 日，随着技能大赛总结交流会的结
束，为期两天的 2019 年陕汽控股涂装工技能
大赛实操比赛圆满落下帷幕，大赛进一步发

挥技能竞赛在高技能人才培养、选拔和激励
等方面的作用，为陕汽控股高质量发展奠定
坚实的技能人才基础。 □谭永平 摄

近日，由汉中市勉县总工会主办的
勉县 2019 年宾馆酒店职工服务技能大
赛成功举办。本次大赛设立客房服务

和中餐宴会服务两个竞赛项目，将有
力促进全县旅游事业快速发展，助推
全县经济发展。 □王宝清 摄

本报讯（王蓓）近日，光电集团股
份公司 2019年半年度工会工作会暨
合理化建议工作推介会在公司会议
中心召开。

会议对公司工会 2019年上半年
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了存在
问题和改进措施，并对公司工会
2019 年下半年工作进行了部署安

排。会上还通报了公司上半年合理
化建议工作、“名师带徒”技能提升
竞赛推进情况。同时，来自工艺技
术中心、装备制造五部、六部的优秀
合理化建议工作代表，以 PPT+视频
的方式对 3 个优秀合理化建议案例
进行了深入形象的推介展示，并进
行了经验分享和交流发言。

本报讯（张峰）汉中市镇巴县小洋
镇总工会积极响应省、市总工会号召，
积极行动起来，在干部职工中开展职
工网上健步走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
化生活，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激发
干事创业精气神。

该镇总工会通过线上线下加入到
健步走行列，大力倡导“每天锻炼一小

时，健康工作每一天，幸福生活一辈
子”健康理念。组织广大职工每天下
班实行健步走模式，从镇政府出发，向
县城健步走100天，采用个人与团队竞
赛相结合的形式，定期分享记录活动
信息、累计步数、积分情况、排名情况
等，在全镇范围刮起晒步数拼排行、勤
锻炼多走路、环保绿色出行的风潮。

镇巴县小洋镇总工会开展职工网上健步走活动

光电集团股份公司召开合理化建议工作推介会

■工会动态■

本报讯（李波）为使辖区内的保洁员、
环卫工、城管队员能度过一个清凉安心
的夏天，西安市莲湖区北院门街道总工
会积极联系辖区人大代表、驻地爱心企
业和非公企业党组织，搭建平台，于 8 月
1 日在北院门风情街牌楼举办了“夏日送

清凉”活动。
本次活动共慰问保洁员、环卫工、城

管队员共计 450 余人，为他们送上了防
暑降温礼包以及茶饮料、矿泉水等，把清
凉送到了工作一线，把关怀送到户外工
作者心坎上。

西安市北院门街道总工会开展“送清凉”活动

8月2日上午，西安市新城区总工会“八大群体”
入会仪式在西北国际茶城西北口举行，“八大群体”
会员代表150余人参加。此次集体入会行动旨在维
护职工在劳动就业和劳动报酬等方面的权益，不断
扩大工会服务的覆盖面。 □吉艳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