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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对我们越来越好了，
就像家人一样！你看，还给我们
就近设立了爱心驿站，这下刮风
下雨都不怕了。”截至目前，西安
市莲湖区总工会共建成运营“爱
心驿站”43家，实现户外爱心服
务全覆盖，惠及环卫工人、快递
员等八类户外劳动者。走进任
意一家“爱心驿站”，都可以享受
饮水、热饭、休息、如厕、免费使
用无线WiFi、针线包、工具箱等
多项服务，已接待人数已突破 5
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

今年以来，莲湖区总工会高
度重视“八大群体”建会入会工
作，出实招、强根基，求实事、图
实效。截至目前，莲湖区基层工
会 组 织 多 达 9828 家 、会 员
21.1029 万人，其中农民工会员

37264人，基层工会建设已成为
助推企业发展和服务全区发展
大局的重要动力。

为进一步推动工会组织活
起来、转起来、强起来，莲湖区总
工会持续用力加强基层工会建
设：一方面抓规范化组建，使基
层工会组织建会之初就达到“有
班子、有牌印、有场所、有经费、
有制度、有活动”和“工会组织建
设好、工作制度规范好、工会活
动开展好、职工权益维护好、服
务企业发展好”的“六有”“五
好”建设标准；另一方面抓标准
化建设，建好“四个委员会”，即
工会委员会、工会经费审查委员
会、女职工委员会、劳动争议调
解委员会；规范“八项工作制

度”，即基层工会的主要任务、
职工加入工会的流程、工会会
员的会籍管理、职工信访工作
流程、困难职工帮扶工作流程、
职工互助保障办理基本流程、
职工互助保障办理理赔工作流
程、基层“四个委员会”组织情
况一览表；要求基层工会做到

“双亮”，即工会干部亮身份，工
会组织亮牌子。

春送关爱、夏送清凉、秋送
助学、冬送温暖……为了更好地
服务职工，莲湖区各级工会不断
创新形式拓展服务措施，让莲湖
区 21万工会会员真真切切地感

受到工会带来的温暖。
一年来，全区各级工会共筹

集送温暖资金 300.68万元，走
访慰问企业 2058家、帮扶困难
职工、慰问环卫工保洁员、城管
执法员、建筑工人等一线职工共
计 7200 余人；慰问劳模 145 人
次，发放补助金、慰问金 14.68万
元；金秋助学 1520余人，发放助
学金 320万元；区总工会斥资 15
万元为 1000名外来务工人员进
行了免费健康体检；今年，莲湖
区总工会建成区级示范母婴关
爱室 6家，其中 1家被省总工会
命名为省级母婴关爱室示范点；
今年，该区总工会先后举办14期
技能、创业培训班，960名困难职
工参加培训；为困难职工提供职
业介绍 10561人次，举办各类招
聘会 46场，提供岗位 10251个，
实现就业和再就业8689人；一年
来，该区总工会职工劳动维权受

理中心为困难职工及农民工提
供法律政策咨询 1865 人次、法
律援助案件 258起，为 1800余名
职工及农民工追讨欠薪 1700余
万元……

为实现职工权益的“大维
护”，该区总工会积极推进集体
协商工作，今年全区工会组织
共计签订《集体合同》 《工资
集体协商协议书》和《女职工
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 389
份，涵盖企业 9500余家，覆盖职
工21.1万人。

“让每一个劳动环节都成为
竞赛的现场。”莲湖区总工会常

务副主席张育军表示，通过系列
竞赛活动，进一步引领广大职工
弘扬工匠精神、劳动精神，爱岗
敬业、追求卓越，为建设幸福莲
湖建功立业。据统计，今年全区
参与劳动竞赛的基层单位共有
4686家，参赛职工多达11.2万人
次，涌现出全市劳动竞赛先进集
体称号 1名、全市重点工程立功
竞赛先进集体称号 1名、助力扶
贫攻坚竞赛先进集体称号 1名、
荣获陕西省“工人先锋号”称号1
名、荣获西安市“五一劳动奖状”
1名、荣获市“工人先锋号”称号1
名、荣获市“劳动竞赛示范岗”称
号 1名、2人荣获劳动竞赛先进
个人称号、1人荣获“西安十佳最
美工人”称号、3人获聘职业技能
带头人。 □李波

■工会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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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工网 全国总工会和最高人民
法院日前先后下发通知，在部分地区先行
推广深化劳动争议案件委派委托调解机
制建设。这一机制意味着工会组织在劳
动争议多元化解中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
发挥，与人民法院进一步整合资源，共同
及时、高效地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推
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通知明确，将在内
蒙古、吉林、上海、江西、山东、湖北、广东、
四川等省（区、市）的三级法院和工会，以
及陕西省西安市、浙江省宁波市和广西北
海市两级法院和工会先行推广“法院+工
会”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

据了解，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总
工会建立完善了法院与工会的诉调对接
机制，快速妥善化解劳动争议，取得了良
好成效。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全总
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在劳动争议案件数量
大、工作基础扎实、诉调对接效果好的部
分先行地区推行进一步深化劳动争议案
件委派委托调解机制建设。调解范围包
括：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属于受诉法
院管辖、依法应当登记立案的劳动争议纠
纷，适宜调解解决且双方当事人自愿调解
的，由工会派驻调解员接受人民法院委派
或委托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由人民法

院依法审理。
全总要求，先行地区工会会同人民法

院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建立劳动争议诉调
对接联席会议制度、劳动争议纠纷联动机
制、法院委托委派工会组织调解工作机制
等，及时有效化解劳动争议，切实履行维
权服务基本职责。

全总法律工作部负责人表示，劳动争
议案件委派委托调解机制建设重点要做
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即进一步加强调解队
伍建设，由工会遴选优秀律师参与人民法
院委派委托调解工作；会同人民法院按需
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大厅）设立劳动争

议调解工作室，由工会派驻调解员接受法
院委派、委托开展劳动争议案件诉前诉中
调解；为委派委托调解工作提供必要的经
费保障；提高调解工作信息化水平，运用

“互联网＋”手段便利当事人解决纠纷，并
运用好司法大数据，共同对典型性、苗头
性、普遍性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分析，努力
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

据通知要求，劳动争议案件诉前委派
调解成功的，当事人可依法向法院申请司
法确认；对诉中委托调解成功的，由法院依
法出具民事调解书，这一做法将有效缩短
当事人的诉调周期，降低职工维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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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深化劳动争议案件
委派委托调解机制建设——

本报讯（白雪）工会法人
资格证登记管理系统升级版于
本月在陕西工会网上工作平台
全面升级上线。本着竭诚服务
职工和方便基层工会的原则，
更新升级后的资格证登记办理
在资料下载、办理流程、管理
规范三方面更加便捷、规范、
合理。

据介绍，为解决基层工会
在申请办理资格证时对如何进
行资料准备和表格填写的问
题，省总工会在官方网站首页
（右上角） 设立了“文件下
载”专区，点击后便可看到

“工会法人资格证办理及注销
所需资料”。在该“专区”即
有资料准备的详细说明和各类
表格的下载链接。

新的工作平台根据基层工
会办理需求，将表格细化
为：申请登记表、变更登记

表、注销登记表、遗失补办
申请表和权限转移申请表五
类。填写内容及审批盖章程序
都清楚明确，基层工会只需认
真阅读资料准备说明，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准备所需材料后
即可一次办结。

为进一步规范工会法人资
格证登记管理，解决全省各级
工会在办证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省总工会专门制作培训视
频，详细介绍了系统的各项功
能和规范操作运用，办理过程
中不同情况下基层工会应准备
的资料以及表格设计的目的和
填写要求，对办证中出现的几
类常见问题给出了具体处理办
法和法律依据，使工会法人资
格证登记办理更加规范。为便
于各级工会学习交流，培训课
程在省总官方网站下载后即可
观看。

陕西工会法人资格证登记
管理系统2.0升级版上线

本报讯（周志新）10 月 31
日，富平县总工会召开“全县基
层工会组织和会员实名制信息
采集和录入工作会”，对全县基
层工会组织和会员实名制信息
采集和 2020年“两报一刊”工作
进行了安排，对实名制信息采集
填报的操作办法和注意事项进
行了说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总工会主席张三放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强调，基层工会组织和

工会会员实名制基础数据统计
录入是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工
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严，各
基层工会一定要高度重视，切切
实实把这项工作抓紧，高标准完
成数据采集，高质量完成系统录
入，不折不扣地打好这场基层数
据统计攻坚战。

采取“边采集、边核实、边汇
总”的工作模式，确保上报的数
据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各级工
会主席是本次信息采集工作第
一负责人，确保不丢一家单位、
不漏一名会员，要落实好信息安
全保密制度，采集信息由专人管
理，不得随意泄露。

会后，省总财务部副部长刘
肖就经费管理业务进行了培训。

富平县总工会
确保组织和会员实名制信息真实准确

10月29日下午，西安市轨
道集团运营分公司工会在渭河
车辆段举办“中国梦·劳动美”
主题演讲比赛。9名选手声情
并茂，讲述了身边的典型先进
人物故事，激发广大职工积极

投身地铁服务、安全生产工作
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营造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
想”的良好氛围。图为现场参
赛选手正在演讲。

□申立 王志国 摄

在商洛富饶广袤
的土地上，生长着核
桃、板栗、香菇、茶
叶、食用菌、中药材
等高品质的绿色农产
品，但“酒香也怕巷
子深”，想要农产品从
商洛山“走出去”，到
全国各地可并不容
易。为了打通这一环
节，商洛市总工会立
足职能，发挥优势，
精准发力，吹响了全
省工会首家消费扶贫
的号角。

早在 6 月初，商
洛市总工会就出台了
《关于开展消费扶贫
助力脱贫攻坚的通
知》，倡导全市各级
工会在满足职工福利
需求和保证产品质量
的前提下，安排不低
于 30% 的 职 工 福 利
费，用于到各县区建
立的扶贫超市、农业
经营主体以及贫困
村、贫困户采购各类农特产
品。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工会
前 8个月发放的职工福利中，
用于采购扶贫农特产品的资金
达 2300余万元。同时，将商
洛名优农特产品纳入全市工
会活动的物品采购清单。在
今年“送清凉”活动中，全
市工会投入 350万元，用于采
购土蜂蜜、茶叶等农特产品，
带动作用明显。

商洛和南京两市工会建立
了全面扶贫协作关系，联合实
施南京职工（劳模）商洛疗休
养项目。利用商洛得天独厚的
自然环境优势，分别在丹凤、
商南建立了 2家职工（劳模）

疗休养基地，并在基
地设立商洛扶贫农特
产品超市，目前已接
待南京市职工和劳模
15批2100余人，来商
疗休养的南京职工
（劳模） 直接在商消
费已达 278 万元，有
力促进了旅游扶贫和
消费扶贫。

商洛市总工会多
次带领县区工会负责
同志，主动赴宁与南
京市、县区工会对
接，推介商洛旅游和
农特产品，争取将商
洛的农特产品纳入南
京市各级工会“送清
凉”“送温暖”等活
动的采购清单。目
前，两市工会扶贫协
作已延伸到区县，商
洛市名优农特产品已
进入南京市各级工会
活动的采购清单。目
前，洛南县工会与江
宁区工会、丹凤县工

会与雨花台区工会、商南县
工会与溧水区工会率先达成
农特产品消费扶贫协议，累计
帮助销售当地农特产品 780余
万元。

下一步，商洛将在山阳、
镇安、柞水等县再命名 3家职
工（劳模）疗休养基地，全年
组织 3000 名南京职工和劳模
来商疗休养。同时，不断提升
基地的软硬件设施和服务水
平，推介商洛良好的自然风光
和农特产品，吸引和辐射省内
各市及武汉、郑州、十堰等周
边城市职工（劳模）来商疗休
养，聚力打造商洛职工 （劳
模）疗休养品牌。 □王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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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光电集团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在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举办
了“与祖国同行”职工健步走比赛活动。
活动历时3小时，全程7.4公里，共有1200

余名职工参加。活动和助推企业文化宣
贯工作有效结合，激发企业发展的内生动
力，为冲刺全面生产经营任务奠定了良好
基础。 □王蓓 摄

抓规范

为建设幸福莲湖创造条件

提服务

为幸福莲湖添砖加瓦

搭平台

畅通职工成长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