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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名环卫工受邀进影院
宝鸡市总工会

本报讯（谢红江）11
月 29日，“工会有约·佳片
共赏”宝鸡市总工会爱心
公益观影活动在吾悦广场
星轶影城上映。来自保洁
一线的 158名环卫工人一
起观看了近期热映大片
《我和我的祖国》。

“平时我们工作很累，
经常起早贪黑，基本没有
什么业余爱好。这次工会
能组织我们免费看电影真
的很开心!”此次观影活动
受到了环卫工人的一致称
赞。当天 158名观影者是
今年受表彰的全市“环卫
先进个人”代表，他们分别
来自金台、渭滨、陈仓、高
新及固废处理中心等环卫

一线，在开心观影的同时，
每人还领到了市总工会为
他们配发的爆米花和果汁

“爱心套餐”。
这次观影活动，是宝

鸡市总工会深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广
大职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信念的重要举措。《我
和我的祖国》是今年献礼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重
点影片，讲述了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普通人与祖国
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事，不
仅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信，也激发了大家强烈
的家国情怀和爱国热情，
观影现场不少环卫工人感
动得流下了泪水。

近日，韩城市职工摄影家协会的20多名会员，
来到韩城矿业救护大队进行摄影采风，并现场参观
了体能训练、救护演习等项目。图为职工摄影艺术
家们正在拍摄救护队员的队列演练。 □韩工 摄

据人民网电（记者 曹玲娟）轻轻一
键，就能引入企业现有供应商并进行网
上管理；几下点击，就能搞定几百人的
团建活动数据统计。近日，全国首个工
会智能系统“工慧云”推荐会在沪举
行，百家企事业单位工会管理者们现场
观摩。

据介绍，工会智能系统推荐会由上
海市总工会指导，慧云招标（上海）中心
和甲礼（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办，
上海市金融工会、上海市外资工会、江苏
省经济商业联合会以及上海各大企事业
单位工会组织代表等共 200多人参会。
现场，主办方发布了全国第一家智能工
会聚合服务平台“工慧云”，并与工会管
理者们展开交流。

“我们打造这个系统，就是想用科技
的力量来重塑工会工作模式，并实现更
多可能。”甲礼（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CEO王钰天介绍，“工慧云”平台设有多

个功能模块，可以帮助工会实现量化管
理，比如全年福利预先规划配置、一键
引入企业现有供应商、团建活动的组织
和统计、工会新闻的发布等；另还设有
工会工作方案库，可在员工关怀、福利
发放、团建活动、供应商管理等环节提
供大数据解决方案，为相关工作带来高
效管理和轻松运营。

“让任务的达成更高效，让关爱的表
达更温暖，这都是我们通过‘工慧云’为
工会管理者在工作中带来的改变。”王钰
天还透露，“工慧云”上线后，功能还会持
续升级，如企业工会大数据服务、员工大
健康服务、党建活动服务等。

上海市总工会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表
示，工会工作历来在企业中扮演着粘合
剂和增能器的重要角色，近年来，在构建
和谐企业和推动企业发展中起到积极的
作用。有数据表明，2017年我国的工会
组织数量已达391万个，服务职工人数达
8亿 5千万人。“工慧云”的上线，正是运
用科技手段和优化服务平台，为企业工
会提供解决方案。

近日，商洛市
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王湘先后来到商洛
市 汽 车 运 输 总 公
司、商洛比亚迪实
业公司，与企业和
工会负责人、职工
代表面对面，听取
工会工作情况和意
见建议，并走访慰
问困难职工，实地
查看职工活动室、
车间班组、职工食
堂、员工宿舍等，了
解职工生产生活条
件，对企业工会工
作提出要求。

□杨开泰 摄

11月19日至29日，在铜川市南部工业
园区、坡头工业园区等地，铜川市总工会组
织开展的“送技术进企业”系列活动，引起
了西安重装铜川煤矿机械有限公司、陕西
天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九丰包装科
技有限公司、陕西海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陕西火凤凰艺术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等10多
家不同类型企业的企业方以及上千名一线
职工和农民工的热烈欢迎。

这是自陕西省总工会在三季度市（区）
总工会工作汇报会上提出四季度工会全力
助力陕西“稳增长 促发展”以来，铜川市总
工会借助组织优势，整合铜川、西安等市

“三秦工匠”等“技术大拿”资源，助力全市
“稳增长 促发展”的一个缩影。

企业：做了我们想要做的事

“当然有必要，太有必要了！”说起铜川
市总工会职工培训学校携手铜川市鉴定站
高级考评员、电焊高级指导教师刘长生“送
技术到企业”，西安重装铜川煤矿机械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碧英如是说。

张碧英以一组数据对比，说明了技术
工人对企业的重要性。2014年8月投产，当

年 170多人销售收入 1.5
亿；2015 年煤炭产业形
势持续下滑，销售收入

与 2014年基本持平；2016年至 2018年，随
着焊工等一线技术工人的增加，销售收入
连年翻番，最终达到5亿元。

“今年预计能达到 6.3亿！”张碧英感叹
道，“这么多年我们一线职工增加了近 500
人，可以说人的因素很关键。”

陕西火凤凰艺术陶瓷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孙士淮也深有感触地说，模具制造的陶瓷
制品走的是批量，一个酒瓶子就几块钱，但高
技术含量的陶瓷工艺品才是企业的利润增长
点，一个摆件可能价值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

“这次市总工会让我们根据企业需求
来指定老师，这样更有针对性，效果更好！”
陕西海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罗宁
说：“我们的樱桃种苗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如果是没有针对性的普通讲课，耽误时间
不说，恐怕工人也没啥收获。”

职工：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太好了，我太需要了，谁会嫌自己技
术再高点呢！”参加完理论培训准备去车间
实践的西安重装铜川煤矿机械有限公司一
焊班组焊工郑岗激动地说：“我在单位的技
术等级就高了，干相同数量的活工资更高！”

据悉，铜川煤矿机械有限公司焊工薪
酬按照质量（A\B\C技术等级）+吨位计算，
吨位相等，质量不同，收入差距大了。以焊
工为例，技术高的工人往往能拿到技术低
的工人2倍的收入。因为技术不断提升，郑
岗不仅从劳务派遣工转至正式职工，而且
技术等级逐渐达到A级，月收入从四五千
元拿到了一万多元。

“操作我都是在工作中苦练出来的，但
理论还是欠缺，这次请高水平的老师来培
训，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郑岗如是说。

与郑岗有着相同感受的还有陕西天马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 80后职工张涛。他
说，很渴望技术提高，每提升一个档次，单
位发工资就会提高四百块。

“送技术进企业”活动自开展以来，参
培人员场场爆满，“送技术提收入”送到了
广大一线职工的心坎上。许多职工纷纷表
示，这些都是他们迫切需要的。

工会：促发展的事我们都干

本次活动，铜川市总工会分别按企业
需要，邀请刘长生等10多名相关领域“技术
大拿”，把电焊工技能提升、数控车床技能
提升、陶瓷成型工艺技能提升、园艺工艺水
平提升等理论和实操技术送进了各有关企
业，获得企业及一线职工好评。

“本次活动进企业进车间，采取集中培
训+实操指导的形式，面向相关企业重点岗
位、重点工种的职工与农民工进行技能提
升，企业缺什么，工会就送什么，职工想学
什么，工会就培训什么的‘ 订单式’培训方
法。”铜川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付护
省说。

据介绍，在“送技术进企业”之前，铜川
市总工会职工培训学校先向企业“下订
单”，把收集上来的技术难题“订单”进行归
类，聘请高校讲师教授、技术大拿甚至“三
秦工匠”走进企业，一对一、手把手传授的
培训方法，解决企业遇到的技术难题。

按照方案，铜川市总工会还将进行“分
级式”培训，针对企业职工文化程度，不同
类型企业对技术不同层次的需求，选择传
授不同层级的技能，充分考虑大多数职工
整体技能提升和拔尖人才学习高精新技术
的差异化需求。

“今年，陕西经济形势异常严峻，省总
工会主席郭大为在第三季度例会上发出了
全省工会全力助力陕西‘稳增长 促发展’
的号召和要求，这是我们市总积极助力的
措施之一。企业所需的就是我们要干的，
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努力在铜川打造一
支助力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工人队
伍！”付护省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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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动态■

中工网讯 新时代职工之家建
设有了新标准。记者从11月28日
在河北邯郸召开的全国模范职工
之家现场经验交流会上获悉，全
国总工会针对全面提升新时代职
工之家建设水平明确了六个方面
重点，包括加强规范建设、强化思
想引领、促进改革发展、落实维权
制度、拓展服务载体和开展会员
评家，努力把基层工会建设成为
组织健全、维权到位、工作规范、
作用明显、职工信赖的名副其实
的职工之家。

多年来，全总把深化职工之家
建设作为推动工会工作全面发展
的一项长期任务，指导建立了以

“双亮”为前提、“六有”为基准、“双
争”为动力、“评家”为手段的制度
体系，职工之家建设步入制度化规
范化轨道。与此同时，各地积极探
索“会、站、家”一体化、网上职工
之家、联合职工之家等建设，并开
展了星级职工之家、示范职工之
家等评选活动。

为进一步提升新时代职工之
家建设水平，全总要求各级工会，
在着力加强规范建设上，全面落实
《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和《基层工会会员代
表大会条例》，严格履行民主程序，依法规范选举，
选优配强基层工会主席，并健全基层工会组织；在着
力强化思想引领上，突出工会组织的政治性，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广大职工；在着
力促进改革发展上，引导职工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劳动
和技能竞赛、“五小”等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
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激励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建功
立业；在着力落实维权制度上，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坚持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
落实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在着力拓展服务载体上，把组建工会、创办职工
服务中心、建设职工之家统一起来，运用互联网、大
数据开展普惠服务，使广大职工和会员有更多获得
感；在着力开展会员评家上，充分尊重和保障会员的
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真正做到工会工作
成效、工会干部履职情况真正由会员来评判。

据了解，全总要求各级工会把推进职工之家建设
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推动建家工作纳入党建工作的重
要内容。同时，在各地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
建家活动，破解小微型企业建会难、职工入会难、工会
组织作用发挥难问题。此外，探索建立各层级模范职
工之家创建、申报、考核、表彰、复查、撤销等监督管理
制度，破除模范职工之家“一评终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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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给80多岁的脑梗病人田全玉大爷义
务理完发，郑永岚又忙不迭地帮他拖地、
洗衣服，老人感动地说:“永岚你真是好
人，比我亲闺女还要亲。” 对于陕西省劳
动模范郑永岚而言，从来没有停歇的时
候。她扛过锄头、拉过架子车，在那激情
燃烧的岁月，塑造了一颗乐于助人、奉献
社会的初心。

50多年来，郑永岚对待每一位顾客都
是一丝不苟。一把椅子、一把梳子、一把
剪刀、一块苫布，工作看似简单，站着理
发，笑着待人。岂知，一站便是50年，从
未停歇。 “一张一合的剪刃之间，能修剪
出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郑永岚说，“要
使顾客真正满意，光凭主动热情不够，要
有一手过硬的顶上功夫。”她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早出晚归，用手中的
刀和剪，架起了为人民服务的桥梁，把党

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先后被评为“咸阳
地区商务系统先进个人”“咸阳市三八巾
帼英雄”“咸阳市文明市民”“咸阳市第四
届道德模范”“陕西省商业服务明星”“陕
西省学雷锋标兵”“陕西省劳动模范”。
1993年当选为陕西省第八届人大代表。

早在1971年起，郑永岚就在咸阳实验
理发店参加工作。年轻的郑永岚吃苦耐
劳、刻苦钻研，练就了过硬的理发技艺 。
从此，怀着一颗初心，凭着一技之长，一
把推子、一把剪刀，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
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走出店门，为
五保户、残疾人、军烈属、老红军、医院
伤病员义务理发。

50年来，郑永岚对老弱病残人员的义
务理发从未间断。早在1974年，她就每月
上门为蔡水珍、白兴复两位孤寡老人义务
理发。两位老人双目失明，是五保户。每
次理完发后，郑永岚还帮他们打扫房子、
洗衣服。老人的衣服上生了虱子，她就拿
到理发店烫、煮、洗。当她把洁净的衣服

送到老人家里时，老人感动得闪着泪花。
白兴复老人患病时，她还用自己微薄的工
资为其买药、买糕点和营养品，一晃，服
务了15年。两位老人弥留之际，她还为他
们理了最后一次发。

1984年起，郑永岚为西门口红军家属
院的万大爷、范大爷、倪大爷、李大爷相
继服务十余年，直到老红军们相继离世。
1992年她又为果子市小学旁边的一位残疾
老人李大爷理发六年，后来这位老人搬家
到西门口，她又赶到西门口的新家地址去
为他义务理发。从 1994年到 2004年，又
为老红军倪大爷的孙子倪宁义务理发十年
之久。这名高位瘫痪的残疾儿坐不起来，
上不了学，加上父母离异，只有同姥姥相
依为命。但孩子很聪明，她不但为其理
发，还勉励其在家自学，并给他买一些图
书，让姥姥教他。

在郑永岚带领下，实验理发店成立了
职工“学雷锋小组”。她利用业余休息
日，带领职工走街串巷，逐户上门走访登

记‘五保户’和残疾人，把这些老弱病残人
员分片由 14名职工包干，她自己也包了 3
户，和店内职工一起为社会上弱势群体义
务理发，奉献爱心。身为组长，她几十年如
一日，率领本店职工骑自行车上厂矿、下农
村、到部队义务理发达3万多次。

2004 年，郑永岚被返聘回到实验理
发店工作，她继续坚持义务理发，真心
实意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不仅赢
得了受助者的欢心，且在社会上引起广
泛好评。2005年起，咸阳市中心医院的
张淑群大夫因双腿换过关节后残疾，她
就坚持每月定期登门为其义务理发至
今，她除了理发，还帮其买菜、买东
西、干家务，张大夫动情地说：“永岚，
你真是我的好妹子，我把你的所作所为
都写到日记里了。”

如今，71岁的郑永岚每天仍在义务理
发，她说，我们这一代人，当年是热血青年，
如今虽然退休，但为民服务的初心永远不
会退休！ □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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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篇咸阳篇 ——记陕西省劳动模范郑永岚

——铜川市总工会按企所需送技术助力全市“稳增长 促发展”

首个工会智能系统“工慧云”在沪推荐

■他山之石■

召开第九次联席会议
渭南市政府 渭南市总工会

本报讯（冯龙刚）11
月 28日，渭南市政府与渭
南市总工会举行第九次联
席会议。渭南市委常委、
副市长刘凯，渭南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
主席姚双年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渭南市总
工会 2019 年重点工作情
况和第八次联席会议确定
事项的落实情况，审议通
过了《关于深化工资集体
协商提质增效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的建议》《关于加强
县级工人文化宫（俱乐部）
建设的建议》《关于加强职
工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建
议》等议题。

渭南市委常委、副市
长刘凯对渭南市总工会近年
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

表示，市政府将充分发挥市
政府、市总工会联席会议平
台作用，为工会开展工作
创造良好环境，凝聚全市
广大职工群众的智慧和力
量，为渭南高质量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姚双
年代表市总工会对渭南市
委、市政府多年来对工会
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表
示衷心感谢，希望各级各
部门继续支持配合工会工
作，凝聚工作合力，紧紧围
绕“多干党委想干的事，多
帮政府干好正在干的事，
多做职工关心操心的事”，
共同把实事办实，好事办
好，及时把党和政府的温
暖送到职工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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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都区总工会

本报讯 （尹锋杰 崔巧玉） 近日，咸阳市秦都
区总工会筹措资金 34万元，为辖区 1486户贫困户
购买互助保险，并将对 65户在档困难职工进行温
暖救助。

在该区扶贫局的大力支持下，区总工会对全区
在档1486户贫困户进行摸底核实，在去年的基础上
再次予以互助保障全覆盖，共计11.888万元。本次
续买了津贴+重疾互助保险，出险后最高可理赔 2
万元，可有效提升贫困户家庭抵御疾病的能力，确
保不会因病返贫。全区在档65户困难职工，计划每
户救助 3300元，其中大病救助 3人，最高救助 5000
元，共计22万余元，并列支5万元，对城区环卫工人
等一线职工进行帮扶。

2019年以来，秦都区总工会参保单位107家，参
保人数达 4885人。全年累计赔付 186人次，赔付总
额40万余元。互助保障工作的开展，有效降低了贫
困人员的医疗压力，增强了贫困家庭成员抵御疾病
的能力，防止因病返贫，是工会服务职工、助力脱贫
攻坚的有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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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良区总工会

本报讯（刘蓉）11月 27日，西安市阎良区总工
会与邮储银行阎良支行联合举办工会会员免费观
影活动。区总工会组织全区近 90名工会会员观看
了红色电影《决胜时刻》，该片讲述了 1949年 3月，
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至北平香山，在这里指挥
渡江战役、会见民主人士、筹备新政协会议和开国
大典等重大事件。

通过此次观影，让大家重温光辉历史，深感新
中国成立的不易，这是无数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大家纷纷表示，在
以后的工作生活中，要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昂扬饱满的
工作精神、奋发有为的工作态度，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阎
良区总工会多次开展各种惠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活
动，将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爱送到职工群众当
中，深得他们的认可和肯定。

本报讯（宜工）
近日，铜川市宜君县
总工会积极搭建劳
模企业与群众（贫困
户）对接平台，实现
了企业与群众购销
的精准对接。

据悉，宜君县总
工会认真贯彻落实
宜君县脱贫攻坚指
挥部办公室印发的
《宜君县大力开展消
费扶贫助力高质量
脱贫实施方案》的通
知精神，利用自身资
源优势，积极联系全
国劳动模范、陕西棋智核桃饮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华山，针
对企业收购需求和群众（贫困
户）核桃滞销实际，牵线搭桥，
将帮扶的哭泉镇杨家寨村与公
司建立购销对接关系，拓宽群
众销售渠道，实现了企业与群
众购销精准对接。

截至目前，已累计帮助群
众（贫困户）销售滞销核桃 6000
余斤，后续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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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稳增长 工会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