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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日前，由铜川市卫健
系统举办的“我和我的祖国 唱响健康铜川”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演出在新落成的铜川市
工人文化宫剧场举行，标志着铜川市工人文化宫
进入试运营阶段。

据了解，铜川市工人文化宫项目在省总工会
和铜川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市总工会针
对项目工期紧、任务重，穿插作业多、大跨度高支
模，冬季施工、春节假期的实际情况，与项目各参
建单位紧密协作，多措并举，对建设项目进行量
化细化，采取程序倒逼、进度倒逼、时间倒逼“三
个倒逼”项目推进机制，坚持量质并重，抓住重点
环节，压茬推进保进度，统筹推进项目组织实施
各项工作。于 2017年 5月正式开工建设，2018年
7 月主体封顶，同年 12 月二次结构基本完成，进
入装饰装修阶段。今年 4 月 25 日装修机电安装
整体完成。目前该项目已基本竣工，各项专项验
收全部完成，该工程已通过省、市级文明工地验
收，省级绿色施工验收，省级优质工程验收，获

BIM 秦汉杯二等奖，省级 QC 三等奖，目前正在
积极申报“长安杯”优质工程。

新落成的铜川市工人文化宫占地面积 34
亩、建筑面积 21872 平方米。主要由职工服务中
心、教育培训中心、文化活动中心、体育健身中
心、休闲娱乐中心 5 大版块组成。其中职工服务
中心设有展览馆、职工书屋、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农民工维权中心；职工教育培训中心设有工会职
工学校、职工大讲堂等；文化活动中心设有工人文
化宫剧场及各种文化艺术培训交流场地等；职工
健身中心设有多种健身器材，乒乓球、台球室、篮
球等场地一应俱全；职工休闲娱乐中心设有健身
广场、健身路径等功能。投入试运营的工人文化
宫剧场，设有 680 个座椅，音响灯光设备均采用
国内外一线品牌，能够满足集音乐、综艺汇演、会
议及放映为一体的综合性功能的要求，期间将承担

“中央文明办 2019年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第五
届中国孙思邈中医药养生文化节文艺汇演”“第
六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十余场大型演出。

铜川市工人文化宫开始试运营

近年来，商
洛市镇安县总工
会不断提升工作

活力，夯实组织基础，维护职工权益，丰
富职工生活，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开
创工会工作新局面，尽最大努力帮助职
工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实实在在
为职工办实事谋福利，当好职工群众信
赖的“娘家人”。

为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职工维权工
作中的职能作用，县总工会成立了职工法
律援助中心，专门聘请了安业律师事务所
的专业律师长期为工会提供法律咨询和
职工诉讼案件办理，并确定一名专业律师
每周值班两天，接待有法律服务需求的劳
动者。县总工会还专门举办了法律专题
讲座，重点就工会如何发挥维权职能进行
专题讲解，来自基层企事业单位的 50多名

工会工作者聆听了讲座。
该县深入推进工会“一法四规“和“七

五”普法行动，改进工会法律援助方式，做
到依法履职、依法维权。针对一线职工、农
民工、劳务派遣工等特定人群、特殊困难职
工，工会及时做好法律援助、民主管理等工
作。去年，县总工会积极办理了 5件农民
工工资拖欠和身体伤害诉讼案件，有效地
维护了社会稳定。进一步加强企事业单位
民主管理工作，依法维护职工群众的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全县国有集体
企业、非公企业全部建立了工会组织和职
代会制度、厂务公开制度。大力实施工资
集体协商“春季要约”行动，活动中，76家

“要约企业”签订了工资集体协商合同。
同时，积极构建困难职工帮扶、维权、

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平台，努力建成
服务规范快捷、制度公开健全、资金渠道

畅通、服务成效明显的工会“窗口”。
今年，县总工会建设的“镇安县职工服

务中心”“职工法律维权中心”“职工信访接
待室”“镇安职工讲堂”全面投入使用，并开
通了12351职工维权热线。

自 2014年以来，镇安县先后筹措资金
21.9万元，资助了 73名困难职工家庭子女
上大学。为解决职工因病致贫的难题，县
总工会一方面积极与中国职工互助会西安
办事处联系衔接，了解政策、学习业务，一
方面确定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先行一步，进
行试点。2013年 6月，中国职工保险互助
会批准成立了职工互助保障镇安代办点。
同年 10月，县总工会联合西安办事处在镇
安举办了“全员职工互助保障业务培训
班”，来自全县各级工会的 100余名工会干
部参加了培训，正式启动了镇安职工互助
保障工作。目前，全县已有 1000多名在职

职工办理了住院医疗综合互助保障业务。
同时，先后帮扶救助困难职工 2100 多人
次。2018年，镇安县总工会还被中国职工
保险互助会评为先进单位 。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镇安县总工
会大力推进“互联网+”工会工作新模式，
实现网络覆盖基层职工群众、工作覆盖
基层工会组织。去年，镇安县总工会在抓
好包扶村精准脱贫工作的同时，还开展
了农民工会员实名普查，摸底工作，新增
农民工会员 1146人。同时深化职工之家
建设，部署开展了“181050”行动，即：年内
促使建成 1个全省工会工作先进镇、8个
规范化机关事业单位工会、10个规范化企
业工会、50个村级工会。截至目前，全县
新建村级工会 69 家、8 家规范化企业工
会、40个村级工会、6 个规范化机关事业
单位工会。 □孙守雅 小松

■工会纪事■
──商洛市镇安县总工会工作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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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加入工会组
织,从此我们快递人也
有了‘娘家’”。一位手
持《中国工会会员证》
的快递小哥在西安市
阎良区总工会“八大群
体”集中入会现场高兴
地说。

这是不久前阎良
区总工会举办的“八大
群体”集中入会仪式上
一位快递小哥的肺腑
之言。 当天共有 580
余名货车司机、快递
员、护工护理员、家政
服务员、房产中介员、
保安员等“八大群体”
加入工会大家庭。

为了最大限度地
把货车司机等“八大群
体”组织到工会中来，阎
良区总工会聚焦聚力破
解“八大群体”入会难
题，多点发力，创新方
法，多亮实招，狠抓落
实，全区“八大群体”建
会入会实现了新突破。

自 2018 年全市开
展“八大群体”建会入
会工作以来，阎良区总工会第
一时间召开动员大会，成立领
导小组，制订《阎良区总工会
关于开展“货车司机等八大群
体入会集中行动”的实施方
案》，明确目标任务、工作措
施、具体要求和完成时限，按
照“分片包抓+全员参与+定期
汇报”的工作原则，全区工会
系统上下联动，推动建会入会
工作有序开展。

并在全区八个街办开展
“八大群体”入会工作地毯式
排查，摸清本辖区内所有用工
单位职工情况、建会情况，查
找入会盲区，梳理主要问题，

切实找准建会突破口，
研究解决问题办法，为
推进“八大群体”建会
入会打好基础。

面对八大群体涉
及行业广泛、人员流动
性大的特点，阎良区总
工会按照“源头入会、
凭证接转、属地管理”
的总原则，创新工作方
式，拓宽入会渠道，采
取“单独建会+联合建
会+建立行业性(区域
性)工会联合会”等多
种形式相结合，同时简
化入会程序，通过上门
服务、直接吸纳、网上
入会等途径，让“八大
群体”职工更加便捷地
加入工会组织。

在积极指导“八大
群体”入会的同时，阎
良区总工会把解决好

“八大群体”最困难、最
关心、最忧虑的实际问
题作为重中之重，利用

“互联网+工会+普惠”
的运作模式，将“四送
服务”、帮扶救助、就

业创业、法律援助、纠纷调解
等品牌工作向“八大群体”延
伸，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归属感和
安全感，激发他们自觉入会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八大群
体”真正遇到困难想得起工
会，表达诉求找得到工会，解
决问题靠得住工会。

截至目前，全区“八大群
体”行业建会覆盖单位64家，吸
纳会员1030人。另据了解，阎
良区总工会近期将在保洁行业
开展集中入会现场推进会，通
过行业示范带动，继续促进“八
大群体”建会入会。 □杨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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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榆林市横山区怀仁路
街道“八大群体”集中入会仪式
在苏盛社区举行。 货车司机、
快递员、护工护理员等“八大群

体”新入会会员代表共100余人
参加集中入会仪式。图为苏盛
南路社区工会主席屈峻屹带领
宣读入会誓词。 □雷 婷 摄

每年 3月，渭北高原乍暖还寒，咸阳市
林科所副所长高建一班人早早就忙碌起
来。一年一度的植树活动，如同惠民春风，
吹到了交通不便的马栏革命老区，吹到了
咸阳林区的犄角旮旯。送技术、送物资、
送温暖，所到之处，林区百姓纷纷点赞。
高建深入林间地头，或与农户亲切交谈，
或扶扶新栽的幼苗，或量量鱼鳞坑的大小
尺寸斜度墒情……20多年从未间断。 梳
理高建 20多年的工作履历，马栏之绿与事
业之繁，生活之简与工作之忙，充满张力的

两个侧面，写尽了他的坚守与拼搏。
熟悉高建的人都知道，他一直与树打

交道，长期致力于林业科技的研究与应用，
以“硬汉”姿态攀爬了咸阳数不清的山峁沟
壑。从推广应用针叶树容器苗造林、阔叶
树截杆蘸浆、保水剂、生根粉等抗旱造林
新技术、新材料，推广百万亩干杂果建园。
他还力推覆膜、套袋、埋杆等抗旱、抗寒技
术，全面提升造林成活率、保存率……期
间高建不知磨破了多少双解放鞋 。

2011年，森林抚育项目首次实施，无经
验可循。高建先学抚育规程，再抓技术培训，
举办森林抚育技术培训 20期，培训抚育技
术人员500人次，培训林农3000人次，指导
各县市区完成森林抚育 40万亩。2013年
中央和省市政府决定发展油用牡丹产业，
高建又承担了咸阳市油用牡丹产业推广工
作。大力推广丰产栽培技术，创新发展模

式，指导全市新建油用牡丹示范基地3万亩。
有耕耘就有收获。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近年来，高建先后获得林业高级工程
师、咸阳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执行委员、
咸阳市“三五人才”、咸阳市政府采购谈判
专家库专家。 20多年来，高建深入永寿、
彬州、长武和他深爱的马栏革命老区，通过
送物资、送项目、送技术、送服务等多种形
式和渠道开展林业工作，为当地赠送林地
翻耕机、风力灭火机、高压水泵等林业新
机械和森林消防设备等，同时送去树种苗
木和林下经济等实用技术书籍，帮助林区
群众解决林业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
题，加快了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步伐。

“我平生最欣慰的事，就是看到咸阳
的山川都绿起来，这是一代代林业人的初
心，也是我的初心和使命。”老一代林业人
的优良传统哺育了高建，使他拥有了一颗

热爱林业始终不渝的初心。
大家都说高建事业繁、工作忙、成果

多、品德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坚守、坚
守、再坚守。 是啊！既然选择了奉献，就要
时时刻刻用绿色书写奋斗的乐章。 □秦力

用绿色书写奋斗乐章
——记咸阳市先进工作者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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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咸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系
统“辉煌70年，奋进新时代——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文艺演出隆重举行，向伟大祖

国献上最美好的祝愿，展现咸阳烟草人“不
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的良好精
神风貌和时代风采。 □魏锋 摄

9 月 11 日，陕西稀有金属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举办“放歌新时代、共筑中国
梦”合唱竞演活动。经过激烈角逐，离退休代表队荣
获特别演出奖，西部钛业公司代表队和院本部机关
代表队获得一等奖，稀有公司代表队等6家单位获得
二等奖，西诺公司代表队等5家单位获得三等奖。

□唐煜弢 摄

本报讯（雪迎风）榆林市靖边县总工会近日成
功举办了 2019年“金秋助学金”暨“困难职工救助
金”发放仪式。分别为 38 户困难职工家庭发放

“金秋助学金”15.2 万元，为 57 名困难职工发放
“困难职工救助金”22.2万元，真正为特困职工家
庭解决了燃眉之急，使广大职工切实感受到了工
会“娘家人”的温暖。

据悉，靖边县总工会在困难职工对象选择、
摸底建档等方面已做到了精细化，人员帮扶实现
了精准化，在工会系统内真正做到了对帮扶对象
的精确识别、精准帮扶。“春送岗位”“夏送清凉”

“金秋助学”“冬送温暖”等帮扶救助的品牌活
动，已成为党政认可、群众拥护、社会赞誉的“民
心工程”“德政工程”。

靖边县总工会

开展“金秋助学”暨“困难职工救助”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