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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7月15日，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精神，更好地服务广大农民工，西安市
总工会 2020年度“致敬奋斗者·助力强市

梦”万名农民工及子女免费体检活动启动
仪式暨“送健康、送清凉、送文化、送法律”
到一线活动在中铁一局陕西师范大学大
学城附属中小学项目举行。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郭大为出席，西安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
主席薛振虎讲话，省总工
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剑
宣布活动启动，西安市总
工会常务副主席王军主
持，中铁一局集团工会副
主席张瑞生致辞。

活动现场，郭大为深
入项目工地，实地查看项
目建设进展情况，与中铁
一局职工和农民工亲切交
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
生活情况。他指出，农民
工是新时代产业工人的
重要组成部分，从事着艰
苦而又崇高的工作，是我
们城市最美的劳动者。
各级工会要从深化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高
度出发，大力开展农民工
关爱活动，心贴心、实打
实为他们维权服务。郭
大为勉励广大职工和农
民工，要继续发扬工人阶
级的优秀品质，立足本

职，爱岗敬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
充沛的精力，全力以赴完成各项任务，为
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贡
献产业工人的智慧和力量。

薛振虎说，农民工是西安这座城市的
建设者、参与者，是最值得尊重和敬佩的
人。在深入做好“四送”、农民工平安返乡、
农民工子女关爱等活动的基础上，要加大
服务力度，为农民工办实事、好事，切实把
党和政府的关爱送到农民工的心坎上。

陕西师范大学大学城附属中小学项目
作为西安市长安区重点民生工程，包括附
属小学、附属中学两部分，规划用地面积约
141亩，总建筑面积 13.5万平方米，投资约
9.12亿元，计划总工期 350天。自进场以
来，近300名中铁一局职工和农民工不等不
靠，科学施工，日夜拼搏，圆满完成了前期
各项节点目标任务。

现场免费体检由西安工会医院承担，
共提供七大项十几小项的项目。“体检对于
我们来说是很花钱、很费事的，这次工会直
接在工地给我们做全身体检，真是办了一
件好事。”来自陕西壕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的农民工赵泽印说，“这一次不再以一个
打工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一名西安
城市建设者参加启动仪式，我和我们项
目的 230 余名工友都很高兴。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们将干好每项工作，做好每一
道工序，精益求精，争创优质工程，为美
丽西安的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活动现场除“送健康”外，还开展了
“送清凉、送文化、送法律”活动，为建设
者送上防暑降温用品，提供专场公益法
律咨询服务、进行慰问演出等，受到了农
民工的欢迎。

郭大为同农民工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郭大为出席西安市总万名农民工
及子女免费体检活动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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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从中
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全国产业工人学习社区15日
全面上线。学习社区的开放课程、电子书、直播、就
业等板块，汇聚最新学习资源，打通线上学习通道，
全方位、多维度为劳动者素质提升和技能提升提供
公益服务。

学习社区上线首日，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大
国工匠”高凤林现场直播“从工人到工匠”精彩课程，
围绕“从工人到工匠”的主题与广大技术工人交流。

高凤林表示，期待更多技术工人加入学习社区，
充分利用这一线上平台的各项功能，开展更多技术
经验交流、创新思维培养、技能比武、“工匠微课堂”

等活动，切身感受技术匠人的风采和专注技艺的品
格，树立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成长为技
能精湛、精益求精的工匠人才。

据介绍，学习社区通过就业频道提供数万条岗
位信息，通过电子书频道提供 3万余种图书和数百
种期刊阅读，并为各地劳模创新工作室和技术工人
提供知识产权方面的服务。

学习社区上线首日，为期 10天的“百大工种齐
练兵”线上闯关活动同时展开。即日起至 7 月 24
日，各地职工均可进入学习社区答题闯关频道，从
100个工种中选择和自身行业相关的工种参与网
上练兵。

全国产业工人学习社区打通线上学习通道

近年来，航天四院 7416厂五车间刘浩
班组在安全文化和质量文化等方面进行了
一些新的尝试，得到了一些启发。用别样
的班组文化春风化雨，激发班组活力。

每天上午工作前，该班组实行安全事
项检查确认制度，在工作前把所有能遇到
的安全注意事项，全面考虑到位，以文字
的形式让大家在工作中相互关注、互相提

醒、互相帮助。针对青工较多的人员结构
情况，组织开展“三比三无”主题实践活
动，在员工中积极提倡安全 1+1活动，每
个班次都有一名安全生产帮扶对象，在工
作中互相关心，互相交流，互相监督，注重
人性化、亲情化的安全理念管理，通过谈
心形式向大家传输正确的安全思想，提
高安全意识，使抽象的安全管理变成员
工们易于接受、喜于接受的亲情活动。

该班组还搭建交流平台，促进文化
常态机制管理。组织劳动竞赛和技术比
武活动，详细划分了四个班次并确立四
个班次的带班长，结合实际，开展各班
次竞赛和技术比武活动，为各班次成员

搭建起交流、沟通、展示才华的平台。
为不断提高员工的专业技能水平，成立
了提高漆层表观质量的技术攻关改进小
组，成立解决产品防锈、标识发虚、总装
产品一次合格率的 QC 小组活动等等。
在生产过程中争当无违章班次，开展规
范员工操作细节等活动，使班组的质量
文化建设在日常工作中形成。

坚持每季度评选“优秀员工”活动，
不断提高各班次人员的积极性，针对各
班次特点，选树示范点。在员工中开展

“师带徒”“传帮带”“结对子”活动，通过
规范完善各类规章制度，员工之间进行
专业技术，岗位技能帮扶，互定目标，共

同提升。通过总装、喷漆、铅封等技术大
比拼，确定“喷漆高手”“对接能手”“水清
理干将”“试车英雄”“铅封王”等组内技能
人才代表，明确员工们学习的榜样。班组
以优质服务为重点，提出“优质服务、顾客
至上”的服务理念，不断提升执行力，以点
带面促进班组文化建设落到实处。

在班组文化建设实施考核过程中，
注重实效，坚持做到“三结合”：即将定
期考核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将班组安
全文化等单项考核与班组建设综合管理
工作考核相结合，将班组文化建设与企
业双文明建设考核相结合，促进班组文
化建设不断提高。 （司元）

——记航天四院7416厂五车间刘浩班组

春 风 化 雨 激 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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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7月 15日，
由省人社厅、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国
资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等六部门联合
主办的陕西省 2020 年世界青年技能
日暨“职业技能提升 改变你的生活”
宣传月活动，在陕汽控股集团和安康
市平利县老县镇锦屏社区同时启动。

在陕汽控股集团主会场，中航工
业陕飞青年职工、第 45届世界技能大
赛冠军彭晨晞，陕汽汽车总装配厂车
间副主任季翔分享了学技能、强技能
的心得体会。西安技师学院、陕西建
设技师学院、陕西汽车技工学校分别
与西安汽车职业大学、西安信息职业
大学、陕西职业技术学院签订校校合

作培训协议。活动现场向我省 11 名
受到人社部、团中央表彰的第 20 届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颁发证书，并为
陕汽控股高技能人才卓越联盟揭
牌。来自我省技工院校和企业的技
能人才现场展示拿手绝活。

陕汽主会场与安康分会场连线，
大屏幕上，毛绒玩具缝纫工技能邀请
赛正如火如荼，来自当地各毛绒玩具
生产企业的39名技术能手同场竞技。

今年是第六个世界青年技能
日，我省将围绕“职业技能提升 改
变你的生活”主题，从 7 月 15 日至 31
日持续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题
政策宣传月活动。

关注2020年世界青年技能日
详见第三版

我省启动2020年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

与会领导共同启动宣传月活动与会领导共同启动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7月 15日，记者从省财政
厅获悉，近日，省财政下达 1968万元资金，支持陕西
宏基药业有限公司等22家新冠肺炎防疫物资生产企
业技术改造。

据悉，本批次项目是省财政在首批支持8家疫情
防控物资重点生产企业的基础上，对我省防控物资
生产重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进一步支持。这些企
业均取得了药监部门颁发的相关许可证和注册证，3
月底已基本完成生产线建设和技术改造。根据《陕
西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健康发
展的若干措施》精神，省财政对其净化系统改造及设
备投资给予30%的补助，支持企业尽快达产达效。据
初步统计，本批次项目达产后，按实际产能计算，每
年可新增医用口罩349万只、医用防护服2.6万套、隔
离衣3500套、核酸检测试剂盒10万人份的生产能力。

我省支持防疫物资生产企业产能提升

上半年邮政快递业逆势上扬上半年邮政快递业逆势上扬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7月
15日零时，陕西工会消费扶贫采
购平台正式上线，这是“陕西工会
百万职工消费扶贫行动”的又一
有力举措。记者了解到，截至当
日 20时，销售订单已突破 110万
元。其中，洋槐蜂蜜、柞水木耳、
紫阳毛尖、米脂黄小米等扶贫产
品受到企业和职工的欢迎。

陕西工会消费扶贫采购平
台实现我省贫困地区农副产品
的在线展示和认购，集“采选、服
务、监管”功能于一体，连接我省
贫困县带贫能力强、产品质量
好、有诚信的企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市场主体与工会采购单
位，一方面帮助贫困地区生产好
产品、打造硬品牌、对接大市场，
让贫困地区的农产品真正流动
起来，另一方面丰富了广大职工
群众的“菜篮子”，满足职工日益
增长的消费需要，开启了我省新
时代工农联盟扶贫新模式。

目前，平台汇集了我省贫困
地区的时令鲜蔬、陕茶茗品、山
野干货、休闲零食、禽畜肉蛋、
米面粮油、新鲜水果、厨房调料
等多品类产品，还设置了 10 个
以各地市自产农产品为依托的
地方特色馆。

为了精准对接职工新时代差
异化消费需求，平台充分征求各
级工会的意见建议，从扶贫产品
中挑选搭配，灵活设计了工会节
日福利和慰问品系列大礼包，供
全省工会集中采购和职工会员购
买参考。目前，平台正在推出 15
种不同组合的“送清凉”大礼包，
还将定期推出相关运营活动。

记者了解到，该平台为公益
性平台，线上销售扶贫产品实行“零收费”，不向扶
贫产品供应商和消费方收取任何费用。将逐步整
合上线经过各县（区）、市（区）、省扶贫部门认定的
803家企业的 2000种农副产品。

据悉，平台分为先款后货和先货后款两种采购
流程。采购人需访问“陕西省总工会”官方网站（电
脑端），进入“陕西工会消费扶贫采购平台”专区，填
写采购人注册信息即可完成登录进行采购。目前，
陕西工会消费扶贫采购平台适用于各单位集体采买，
面对个人的购买渠道将和陕西工会APP同步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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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吴昊）7月 15日，中建一局三
公司在西安高新苏宁项目部开展以“强意
识、查隐患、促发展、保安康”为主题的“安
康杯”竞赛暨“送清凉”慰问活动。该公司
是全省建设企业中首家在“陕西工会消费

扶贫采购平台”上线首日进行集中采购扶
贫产品“送清凉”的单位。

据悉，在“安康杯”竞赛活动中，该公司
制定《2020年“安康杯”竞赛方案》，通过活
动进一步强化人员安全、设备安全、技术安

全和意识安全，在全体职工中进一步提高
“我要安全、我懂安全、我会安全”的意识和
能力，持续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省建设工会要求，全省建设系统各单
位要进一步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全总关于

开展消费扶贫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深入
开展陕西工会百万职工消费扶贫行动，扎
实做好“安康杯”竞赛和“送清凉”活动，为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营
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中建一局三公司开展“安康杯”竞赛和“送清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