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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铁
高新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工会开展

“大干一百天 酷
夏送清凉”慰问
活动。为一线职
工送去生活日用
品和防暑降温饮
品，确保生产经营
任务有序进行。

□冯鸿志
李学利 摄

→近日，陕建
一建集团第四公司
工会工作人员前往
兰州、蒲城、韩城、
铜川、杨凌等项目，
开展夏季送清凉活
动。为一线建设者
送去绿豆、白糖、茶
叶、藿香正气水、冰
袖、毛巾、西瓜等防
暑降温物品。

□芦琰 摄

本报讯（张 峰 李
建宜）近日，西安医
学院附属宝鸡医院
积极适应疫情防控
常态化要求，扎实开
展网络“线上文化”
系列活动，实现了与
日常“线下”文化活
动优势互补，增强了
院工会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

该院网络“线上
文化”系列活动丰富
多彩，在疫情防控期
间，先后开展了新冠
肺炎及防控知识答
题、女工权益保障知
识答题、职工读书打
卡、最美读书故事、最
美抗疫故事、最美工
会故事等最美系列征
文等活动；发放《与孩
子一起成长》书籍，引
导职工正确教育孩
子，温暖了职工和家
属的心，录制完成由
职工演示的“跟我来
运动”线上活动八段
锦、颈椎操、工间操
等，以及持续进行的
线上健步行活动，引
领医院全民体育运动
向纵深发展；手机拍
照线上技巧系列讲
座，深受职工喜爱；连续进行线上心理知
识辅导，既有效落实了疫情防控新要求，
又提升了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在广大患者
中引起强烈反响。

网络“线上文化”系列活动与传统
“文化讲堂”“难忘医事”“大爱的力量”
“我站在白衣战士身边”“追梦历程”等
文化活动相得益彰，使医院作风和面貌
持续向好，让广大患者真正感受到了
医院新变化，体验了温馨、舒适的医疗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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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之声■ “扫码入会”让职工入会更便捷
近日，在深圳宝安区福海街道立新湖园区工

联会的活动上，随着显示屏上“暖工家园，扫码
入会”的二维码逐渐呈现，活动现场的职工纷纷
起身，拿手机扫描二维码，填写信息，申请加入
工会。

深圳市加快灵活就业人员和中小微企业职工
入会步伐，其目的是，针对疫情后期职工遇到的
困难，能及时送上“暖工礼包”。众所周知，今年
因疫情影响，不少企业复工、复产都推后了，职
工的经济收入多少都受到些影响；在这个时候送
上工会组织的温暖还是十分必要的。还有“暖工

礼包”不但有物质上的礼包，还有精神礼包，比
如，电子书屋阅览账号、视频会员月卡等。

现在一些中小微企业、灵活就业的职工，最
缺少的就是“精神食粮”“文化营养餐”，他们中
的不少人由于文化、知识结构的关系，给求职之
路带来了不少阻力，不少人为了在城市生存，暂
且选择了灵活就业方式，但由于没有一技之长，
又只能从事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这时“扫码
入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工会组织改变工
作方式的新举措。过去，加入工会组织也要递交一
些材料，并且还要等审批，这些都需要一个过程，

现在通过“扫码入会”，不但方便了职工，也减少
了不少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在短时间内让更多分
散型的中小微企业、灵活就业的职工入会，享受到
工会的“暖工礼包”，这是个双赢的好点子。如果
按照以往的工作惯例，不但耗时，也需要大量的人
力、物力，直接影响到职工领取“暖工礼包”。

总的来说，工会为职工谋福利，办实事，还
是有不少办法可想的，我们常说，办法总比困
难多，只要一心为职工着想，就没有想不到的
好点子，所以，要为职工“扫码入会”点个大大
的赞。 □刘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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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第十
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进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目标的新阶段。1992～2010年，陕西国有
企业改革不断深化，非公有制经济单位逐步
增多，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关系、劳动关
系、社会关系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工人运动和
工会工作进入重要发展时期。

19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员会（简
称中共陕西省委或省委）领导下，全省广大职
工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充分发挥了主力军
作用，其中一部分职工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下
岗失业，担当了巨大牺牲、做出了特殊贡献；
陕西省总工会和全省各级工会组织，积极推
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简称《工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简称《劳动法》）等
法律法规贯彻实施，贯彻落实中华全国总工
会（简称全国总工会）1994年提出的工会工作
总体思路、2005年提出并不断完善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突出维护职工合
法权益的基本职责，在全省改革发展稳定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些在陕西全局工
作中和在全国工会系统中具有创新性或者取
得重要成绩、产生重要影响的亮点工作。

一

1992～2010年，陕西职工队伍的各个方
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数量不断增加、整

体素质逐步提高、就业结构和行业分布变化
较大、地区分布相对稳定等特点。

职工数量不断增加。按照《陕西统计年
鉴》和工会有关职工的定义，2010年陕西职工
总数为 615.83 万人。其中，在国有、城镇集
体、联营、股份制、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其他单
位及其附属机构工作的职工 343万人；《陕西
工会统计年报》统计的在私营企业、个体经济
组织中就业的职工157万人，在部分已建立工
会组织、并发展了工会会员的其他类型企业
职工 115.83人。20世纪 80年代之后，乡镇企
业的从业人员、农民工和劳务派遣工，在各行
各业所建工会组织中陆续加入工会，成为陕
西职工队伍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

职工文化技术素质整体提高。陕西每万
人拥有大学生数逐步增加，2010年为 248人，
比 1992年的 29.6人增加 218.4人；陕西每 10
万人中，具有高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分别由
2000年的1.22万人、3.32万人，上升为2010年
的 1.58万人和 4.01万人。陕西人口文化程度
的不断提高，使职工队伍整体文化程度得到
相应提高。陕西地方全民（国有）企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断增加，1992年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为 53.98万人，占当年 326万国有
经济单位职工数的16.56%；2010年为73.29万
人，占全省国有经济单位 239万在岗职工的
30.67%。陕西大中型工业企业专业技术开发
人员队伍不断壮大，1992年为4.09万人，其中
科学家和工程师 1.84万人；2007年为 6.40万
人，其中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 3.71 万
人。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中技师、高级技师

短缺等问题，2005年初步得到缓解，高级工、
技师、高级技师分别比 1992 年提高 3%、
5.05%、0.84%；2010年，技师、高级技师比例又
比2005年有所提高。

职工就业结构变化幅度大。经济体制改
革前，陕西职工的绝大部分在国有（全民）
和城镇集体单位就业。1992年之后，国有经
济单位实际在岗职工人数持续减少，2010年
减至 239万人，比 1992年的 326万人减少 87
万人，减幅26.69%；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
逐年递减，2010年减至 14万人，比 1992年
的 67万人减少 53万人，减幅 79.10%；其他
单位职工（含各种联营、股份制、外商和港
澳台投资等）人数增长迅速，从 1992年的 2
万人，发展到 2010年的 89万人；城镇私营
单位和城镇个体就业人员总数逐年快速增
加，2010年增至333万人，为1992年19万人
的 17.53倍，超过 2010年国有、城镇集体单位
职工人数之和。

职工产业分布发生较大变化。第一产业
职工人数占全省职工总数的比例很小，大多
年份保持在 6万人左右，其职工队伍相对稳
定。第二产业集中了全省产业职工的主要力
量，总人数呈下降趋势，其中制造业2010年为
78.71万人，比1997年的139.83万人减少61.12
万人。第三产业职工总数逐年不断增加，
1992年为 173.09万人，2010年上升到 202.77
万人，增加29.68万人。

职工地区分布相对稳定。西安市和关中
地区传统工业城市咸阳、渭南、宝鸡、铜川等
五市的职工人数，每年均占到全省职工人数

的70%左右，其中西安市职工人数均处于全省
职工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陕南的汉中、安
康两市职工人数呈下降趋势。陕北的延安、
榆林两市职工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成立于 1950年 7月的陕西省总工会，是
中国工会的地方组织，受中共陕西省委和全
国总工会双重领导，以省委领导为主。省总
工会领导班子由陕西省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的陕西省总工会委员会组成，委员会任期
五年。在委员会闭会期间，由委员会所选举
产生的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组成的常务
委员会行使职权，并主持省总工会机关日常
工作。1992～2010年，陕西工会分别于 1993
年 8月、1998年 8月、2003年 9月、2008年 7月
召开四次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了第九届、第十
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陕西省总工会委员
会，高盈民、刘枢机、郭永平、黄玮先后担任省
总工会主席。陕西省工会代表大会同时选举
产生陕西省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审查监
督全省工会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并对工会负
责人进行任期审计。

陕西省总工会按照产业和地方相结合的
原则，通过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两条渠道，对
全省工会组织进行领导。1991年省总工会直
接领导西安、宝鸡、铜川、咸阳等四个地级市
总工会，延安、榆林、渭南、汉中、安康、商洛等
六个省总工会地区办事处。各市总工会和省
总工会地区办事处领导县、市（县级市）、区总
工会，县、市、区总工会领导基层工会。
1997～2003年，随着陕西各地区陆续撤地建
市，六个省总工会地区办事处陆续改为地级

市总工会。2008年杨凌示范区总工会成立。
2010年，陕西共有省辖市总工会10个，示范
区总工会 1 个，县 （市、区） 总工会 107
个。省级产业（厅、局、公司）工会按照国
民经济的同一部门、同一行业或者性质相近
的几个行业建立。1991年省总工会领导的各
类产业、厅局、公司工会共 40个。1992～
2010年，随着陕西经济体制改革和全省经济
文化事业的发展，一些行业萎缩，一些行业
兴起，陕西省级产业（厅、局、公司）工会
中有调整有撤销有新建。2010年，省总工会
直接领导的省级产业（厅、局、公司）工会 41
个，直管企业工会27个。

1992～2010年陕西基层工会大幅增长，
乡镇、街道、社区、村工会从无到有。2010年，
全省有基层工会 63104 家，涵盖单位 87655
家；工会会员 580.17万人，其中女会员 203.04
万人，农民工会员 158.34万人；建立乡镇街道
总工会 519个，乡镇街道级工会 580个，社区
工会268个，村工会274个。

1992～2010年，陕西省总工会机关根据
工会职能职责调整和自身建设需要，结合机
构改革，进行两次比较大的部门设置调整。
2010年省总工会机关设有职能部室15个，事
业机构 5个。2010年省总工会直属单位有：
陕西工运学院、陕西省工人疗养院、陕西工
人报社、陕西职工之家 （陕西榴花宾馆）、
陕西职工国际旅行社、陕西职工对外交流中
心（陕西职工交流中心）、陕西省总工会招
待所。

（撰稿：陈一民 董雅芳 陈向军）

《陕西省志·工会志（1992～2010年）》概述【连载①】

地方志书中的概述是对志书内容的提炼和概括，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去年年底出版的《陕西省志·工会志（1992～2010年）》，概述全文21000
字，本报在《工运纵横》分9期予以连载，敬请关注。

编
者
按

本报讯（李波）5位身着传统工装的
中药调剂师整齐地站在中药斗柜前，5
名评委一一对应就位。随着一声“开
赛”，选手首先对戥称进行准确度测
定，饮片调配过程中，逐剂退戥，快拿
快取，对计量准确称取，做到“齐眉对
戥”，饮片整齐按序摆放，便于执业药
师审核复核。

这是近期北京同仁堂西安大药房有
限公司工会在西安北大街店举办的以

“弘扬中医药文化，传承国粹展风采”
为主题的传统零售事业部西北区组织的
调剂技能比武大赛现场。

此次竞赛成立了以五家大型店店长、
门店质量负责人组成的竞赛评委小组，按
照执业药师的标准进行全方位考评，比赛
项目包括中药材专业基础知识笔试、中药
处方审核、中药处方调配、中药饮片识
别、中药饮片混挑、贵细等饮片鉴别。来
自全市5家门店的5支代表队共50名选手
参加了本次竞赛。

大赛赛程由专业基础知识和操作技
能两部分组成。重点突出中药饮片的鉴
别环节，挑选出 60味有鉴别难度的中药
饮片，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组中
药饮片的混挑，写出每味中药的正名、
性味归经与用药部位及功效。

在调配环节，选手严格做到等量递减
“逐剂退戥”的原则，误差严格控制在国
家标准正负 5%以内。药包以“虎口”包
的美观度为标准，在做到美观的同时，要
求落地不松散。对调配的处方，由执业
药师严格复核，做到计量准确，无多
味，无漏味、错味。在真鉴别环节，60
种中药材一字排开，参赛选手需在 15分
钟内对混挑出的 20种中药饮片，通过眼
看、手摸、嗅气味、尝药味等辨识手段，
准确填写出饮片的名称及功效、性味归
经、用法用量，并对部分中药材的真伪进
行鉴别。

中药材识别赛场上，选手们对中药饮
片“望闻问切”，选手们有的将药材放在手心认真看、仔细比对，有的
靠近鼻尖细闻，有的甚至还进行咀嚼来分辨药材。西大街店店长张冬
生说，此次技能比赛，将全公司最精、最优秀的技能人才汇集到一
起，同台交流、竞技，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我们受益匪浅。

经过激烈而紧张的角逐，综合实力较强的3名员工获得本次比赛前
三甲，比赛冠军由西安北大街店齐博获得，依次为科技路店王国杰、
西大街店王玥乂。

北京同仁堂西安大药房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李盼强说，今年通过举办
一系列的劳动技能竞赛，为广大职工提供了一个展示精湛技艺、提高劳
动技能、相互交流、相互切磋的平台，目的就是要弘扬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让广大职工通过掌握一门技能，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区域总监沙红娜女士对此次比赛活动给予肯定，她要求在提高全
体调剂人员专业技能的同时，展现出同仁堂人对专业技术提高的不断
追求，更好地为辖区群众提供专业的药学服务、药学体验，同时做好
同仁堂品牌及中医药文化传播。

本报讯（董志振 徐浩森）近日，中铁七局三公司机关各办公室如往
常一般安静而忙碌，突然楼道响起音乐声，“咦？怎么突然放歌曲了？还
是生日歌。”法律合规部小段正疑惑，该公司领导及工会一行人充满笑意
地走了进来，原来是公司工会工作部精心策划的特别生日派对开始了！

“家人们把手头工作都放一放，我们来给大家过生日了！”“许娟，
来！送你生日蛋糕，工作辛苦了！”“小段，工作辛苦了！”该公司领导温暖
而亲切的话语一下就让现场气氛热烈起来，大家围在一起吹蜡烛、合影
留念，这场以开展“送祝福进岗位”为主题的职工生日会活动在笑声、祝
福与感动中定格。职工都说这场生日会即走进了办公室，也走进了职工
的心里。

开展“送祝福进岗位”职工生日会活动

本报讯（张峰）近年来，汉中市镇巴县总工会
积极发挥工会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作用，汇聚正
能量，积极主动融入脱贫攻坚工作大局，开展贫困
村建会活动。

镇巴县总工会按照“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建
工会”的要求，在 32个贫困村建立了工会组织，发
展会员 3047人，其中在 10个深度贫困村全部建立
了工会组织。为了让工会组织在村里真正建起来、

转起立、活起来，镇巴县总工会给全县 10个深度贫
困村下拨 30000元建会经费，各深度贫困村按照

“六有”标准健全完善好工会组织阵地，使工会有了
牌子、有了队伍、有了制度、有了活动。

镇巴县总工会在32个贫困村组建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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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七局三公司机关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