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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走四延伸”推进“八大群体”入会

举办培训班提升干部统计业务水平
西安市总工会

本报讯（刘静）为进一步提高全市工会干部的统计业务工作水平
和公文写作能力，日前，西安市总工会举办2020年全市工会年报统计
暨公文写作培训班，130余名工会干部参加培训。

培训班从办会、办事、办文三个方面，对做好办公室工作和撰写
好文稿作了详细讲解，进一步增强了培训人员对文秘工作重要性的
认识，提升了写作理论水平，掌握了公文写作技巧，从而为提高公文
写作质量和效率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培训班还深入讲解了 2020年度统计报表和工会统计软件
的操作和使用方法，并对2020年全市工会统计年报调查工作进行了
部署，要求各级工会充分认识年报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
感和紧迫感，严格把握统计调查工作新变化、新要求，积极创新统计
调查方式方法，推进年报工作有序开展。

卢效平 敢叫旧貌换新颜

咸阳彬州市省级劳模、优秀民营企
业家卢效平，心系桑梓、返乡创业。共投
资 3.97亿元造福家乡，立体打造“山水林
田湖”，综合整治“川坡塬沟路”，惠及群
众 2800余户 11000余人，使 223户 780余
名贫困群众实现脱贫。

洪志锋 小苹果育大产业

咸阳市长武县省级劳模洪志锋，注
册成立的天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他采取“三
变模式”与“五镇一办”2602户（8428人）
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4年累计返本分红
336万元，每年安置季节性务工人员 800
多人次，每年用工支出100多万元。

刘仙会 扶残助困贴心人

省级劳模刘仙会，创办了咸阳市武功
县后稷新田园专业蔬菜合作社。特色菜
种植面积发展到 620亩，蔬菜产量 2500
吨，产值达 950万元。共带动贫困户 108
户412人，残疾户46户56人；实现贫困户
分红21.75万元，残疾人分红5.22万元；捐
助贫困大学新生圆梦 30余人，助学金达
10多万元。

解领权 拓岗稳岗促就业

省级劳模解领权，组织咸阳市礼泉

县药王洞社区 232户贫困户入股陕西心
特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每年年底为股
民进行股权分红，累计发放扶贫资金 60
万元；为 100多名贫困群众解决了就业
难问题，实现贫困户收入稳步增长。

杨茂胜 植根沃土育良种

咸阳市三原县种子管理站育种专
家、省级劳模杨茂胜，率领劳模创新工作
室成员研发、推广种植“黑五类”（黑小
麦、黑花生、黑豆、黑小米、黑玉米）产品，
试种鲜食玉米、青贮玉米品系20多个，并
在三原、泾阳、礼泉等贫困村大面积推
广，使种植户每亩增收300元。

武军社 一方菜富一方人

省级劳模武军社，在创办咸阳市鑫
诚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投资
2000多万元建成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为

300名失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带动9000
多户群众参与现代农业开发，每年为当
地周边群众增收7000万元。

尉钊 电商促销“领头雁”

市级劳模尉钊，倾情打造咸阳市淳
化县恒之源农业专业合作社，建成“三变
黄花菜”日光大棚 70座、带动 70户贫困
家庭脱贫，使每户年增收 6000余元。依
托电商平台，担负全县 2189户贫困户的
农产品线上销售任务，使贫困户直接收
益达150万元。

陈伟 种出药材拔穷根

咸阳市永寿县市级劳模陈伟，合资
成立陕西丰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
中药材丹参、决明子、黄芩等，覆盖全县
23个行政村 1550户 3000多人，其中贫困
户 367户 1260人。发展过程中累计向扶

贫户无偿提供15万元的种子、种苗；分红
带动贫困户 217户 759人，使农户产业增
收达600余万元。

刘新志 志在农机走天下

市级劳模刘新志，组建了咸阳市乾
县五谷丰农机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350
亩，建立粮食集成化种植试验示范基地
等。投资 460万元引进大中型先进农机
具，每年向社会提供农机化作业服务7万
亩，并以配资入股方式吸纳 21户贫困户
产业分红。对 7户体弱多病的贫困户实
行机械作业免费耕种。

刘学敏 火红辣椒富日子

兴平市秦一辣椒制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咸阳市市级劳模刘学敏，采取“公司+
规模化种植基地+种植大户+贫困户”的
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本地和周边县区
2500户群众种植辣椒近万亩，干辣椒亩
产突破 300公斤，带动 200多户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

杨小玲 巧手编织幸福路

咸阳市泾阳县兴隆镇白马杨村市级
劳模杨小玲，自成立新兴妇女手工艺专
业合作社以来，先后为本村和周边村落
300多名留守妇女、残疾人提供无门槛劳
动创业就业服务平台，促进贫困群众自
强自立，走上幸福路。 □张翟西滨

10 月 18 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西
北兵工部党委、工会组织工作人员到西北工
业集团“朱力工作室”等在陕兵器单位，慰问
承担国家重点工程交付任务的 40 个班组

1100名职工，为他们送去了猕猴桃等生鲜水
果和慰问品，把党政和工会组织的关心关爱
传递给干部职工，为冲刺全年科研生产任务
加油鼓劲。 □朱晓明 刘柳 摄

“参加工会的网络健步走，不仅锻炼了
身体，还有这么实用的奖品拿，咱‘娘家
人’的活动真是越来越出彩了。”日前，在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机务段
工会举办的活动奖品发放现场，火车司机
张辉拿着刚领到的电动牙刷，对一旁的工
友开心地说。

该段地处秦巴腹地，现有职工 2700 余
人，平均年龄 38.8岁，其中超过 35岁的亚健
康多发人群近 1600人。为统筹做好职工的
健康管理工作，让大家在业余时间更加方便
快捷地参与到全民健身活动中来。该段工
会依托平安是福APP，面向全体职工开展网
络健步走活动，并根据各工种间不同的作业
时间及专业健康保健知识制定相关规则，职
工们只需利用茶余饭后出门溜弯的时间，将
每天不少于 4000步的网络数据上传到指定
APP，就可以在月底领取一份由工会提供的
健康奖品。此活动不仅潜移默化地改善了
职工的身体素质，还让大家真正得到实惠，
可谓是一举多得。

除此之外，该段工会还在座谈研讨中了
解到，很多一线职工受工作性质影响，除了单
位按期组织的集体检查，很少花心思关注自
身的健康状况。特别是在工作中遇到简单的
头疼脑热也没办法及时自检自查，为后期的
确诊治疗埋下不小的隐患。针对这一情况，
工会在充分收集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职工的
实际需求，订购了 3台集高效便捷于一身的
智能健康体检一体机，并分别放置于机车调
度室、检修车间、食堂等人员流动密集场所。
职工只需拿身份证刷卡并按照语音提示的步
骤，就能在 3分钟内完成测量身高、体重、血
压、心率、基础代谢、体温等一系列项目的基

础体检。智能健康体检一体机还会根据测量数据从科学
的角度对职工的饮食、运动给出适当建议，使职工可以更
加直观地规划和改善自身的生活习惯。

多年来，该段工会始终将职工的身心健康放在各项
工作首位，从坚持预防为主原则入手，结合历年健康体
检数据，分层分级建立职工健康管理档案，并通过制定
家庭联系制度、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开设各类健康知识
讲座等方式，从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切实为职工撑起
健康“保护伞”。 □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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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高明）近日，榆林市总工会举办《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宣讲报告会。

报告会系统阐述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出版发行的现实背景、基本框架与专题内容，深入解
读了学习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要意
义，并就如何更好地学习理解这一权威著作进行了科
学指导。报告内容全面、解读准确，对工会干部准确

把握和深刻领会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该工会要求，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

使命感，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宣传工作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实抓好。紧密结合工会组织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扎
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主动谋划、积极工作，切实
把学习成效转化成榆林工会改革发展的实践力量。

榆林市总工会

举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宣讲报告会

自2017年4月起，咸阳市总工会组织成立以省市级农业劳

模卢效平、洪志锋、武军社、袁永强、杨茂胜等7名领军人物，强

强联手，共同探索打造“种植业劳模技术创新联合体”，投身脱

贫攻坚第一线。短短几年，成员由7名扩大到130多名，让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的旗帜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高高飘扬！

提起“八大群体”入会，兄弟街道工
会的同事纳闷儿了：西安市莲湖区北关
街道总工会如何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
年度任务？

其实，这并不难。为最大限度把货
车司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家政服务
员、商场信息员、网约送餐员、房产中介
员、保安员等“八大群体”吸纳到工会中
来，扩大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有效覆
盖，该工会采取“三步走四延伸”的方
法，有效推进了“八大群体”组织建设。
新组建“八大群体”工会 21家，入会会
员827人。

“三步走”推进入会工作

“八大群体”作为新时代一支重要
的职工队伍，要发挥好服务社会职能，
必须先组织起来，形成凝聚力。为此，
该工会从组织建设发力，采取集中摸
排、宣传沟通、上门组建“三步走”举措，
持续行动，至九月中旬，全面完成了年
度建会任务。

“要建会，得先有目标，摸清底数。”
该工会工作人员说，“我们逐街坊逐小
区排查，并结合网络进行查找，建立《北

关街道“八大群体”企业信息台账》，列
出任务清单。按照清单信息，先电话与
企业联系沟通，减少跑冤枉路，邀请添加
企业法人、联系人成为微信或QQ好友，
发送《建会说明》《新建会企业工会经费
缴费登记表》《工会会员花名册》等建会
资料，给企业一个了解思考的过程。”

在交流中，来运家政公司担心工会
让企业捐助、建会后企业信息会被泄露；
佑家月嫂家政担心自己公司人数有限，
建会后参加上级各项活动会忙不过来；
还有少数企业担心缴纳工会经费、工会
摊派……针对这些问题，该工会编印了
《“八大群体”建会入会指南》宣传册，采
用口头复述与书面宣传相结合，耐心解
答。“不怕企业有疑问，就怕企业不闻不
问”，我们主动帮助企业答疑解惑，解释
到位，当好“八大群体”的宣传员、咨询
员、调解员，直至他们加入工会组织。

“四延伸”做好服务保障

“八大群体”在服务群众、服务社会
的同时，也需要社会的扶助。工会通过

“四个延伸”向他们提供互助保障、驿站
服务、四季送、文体活动等服务，助力其

开展工作，拉近彼此距离。
结合“八大群体”人员流动性大、劳

动强度大、工作中容易发生意外和患病
的风险，街道总工会将他们纳入互助保
障计划，为其提供抵御疾病和意外风险
的屏障。

将爱心驿站服务向“八大群体”延
伸。解决司机小憩、如厕、车辆加油、擦
车；快递员纳凉、饮水、食物加热；家政
员服务间隙读书看报、育婴书籍等即时
之需。据统计，2017年至今，该工会爱
心驿站服务“八大群体”职工 25881人
次。今夏，驿站还配送了矿泉水，分发
给快递员、送餐员、过路司机等，让他们
感受“家”的温暖。

同时，四季送活动向“八大群体”进
行延伸倾斜，让这些忙碌、分散的群体
也享受到工会组织的关爱，实实在在
解决他们的困难，增强其归属感和认
同感。

此外，在文体活动方面也向“八大
群体”延伸。该工会邀请家政员观看话
剧《红箭 红箭》，邀请保安员、快递员参
加街道“国庆吃寿面 祝福献祖国”活
动。在防疫书画展、文艺汇演等活动中
都能看到“八大群体”的身影。 □孙养利

本报讯（赵艳丽）近日，
榆林市定边县总工会为进一
步推进工会基层组织建设工
作，扩大工会组织有效覆盖，
开展了基层组织建设“百日采
集行动”。截至目前，共完成
工会组织采集922个，完成工
会会员实名制信息采集55124
个，采集率达100%。

该工会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部署安排工作，对摸底调
查、建会要求、工作目标等提
出要求，实行“责任制”“限时
制”，压实工作责任，推进工
作落实；通过协调税务、市场
监管局等部门实现信息共
享，开展数据进行对比，按照
区域分管原则将任务落实到
人，通过电话、实地走访等方
式对辖区未建会企业经营状
况、用工人数等进行“拉网
式”摸查，做到“四清一明”，
确保建会数据真实、有效。
同时，结合企业规模小、职工
人数少、人员流动性大等特
点，在与企业充分交流征得自愿的基础
上，采取区域建、行业建、街区建等灵活建
会方式，进一步拓宽入会渠道，最大限度
将职工吸纳到工会组织中来，实现工会组
建无死角、全覆盖。

此外，该工会还建立了百日采集行动
工作台账和责任清单，对建会工作实行动
态化管理，确保工会建会任务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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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工会为切实缓解
职工子女教育压力，特举办家风家教子女教育专题分享会，邀请“北
大爸爸”王海熙以及亲子教育专家徐桂红现场分享家庭教育心得，
120余位职工参加了本次活动。 □王丹琛 摄

近日，由榆林市靖边县总工会、县教育体育局联合举办的“体彩
杯”干部职工篮球赛闭幕。本次比赛历时8天，共有来自各乡镇、企事
业单位、人民团体的40支代表队，教练员、运动员近500人参加比赛，是
该县历年来规模最大、参赛队伍最多的一次篮球盛会。 □雪迎风 摄

本报讯（张永峰）10月19日，位于西安市郭杜街道的西安铃兰婴
幼儿早期智力开发中心工会开展的“谁是最美老师”网络评选活动圆
满结束。此次网络评选活动，总浏览量62198人次，此举创新了民营
企业工会工作，强化了教师爱岗敬业理念。

据介绍，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让教学功底扎实、业务素质过硬、
师德品质高尚的教师，在教学一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今年9月，西安
铃兰早教工会启动“谁是最美老师”网络评选活动。根据教师“师风
师德、教学创新、班级管理、教研能力、综合评价”等五方面，制定评审
量化细则。

据该中心工会主席介绍，此次网络评选，为默默耕耘在平凡岗位
上的幼儿教师提供了展示自我、实现梦想的舞台。

评选最美老师加强队伍建设
西安铃兰早教工会

本报讯（张峰）近期，汉中市镇巴县兴隆镇联合工会，举行 2020
年全民趣味运动会暨第四届楮河放歌文艺汇演。

趣味运动会上，政府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和广大村民欢聚一堂，上
演了“手掌心切土豆丝”“丰收在望”“颗粒归仓剥包谷”等五花八门、
妙趣横生的农忙项目。运南瓜的腰功、切土豆丝的刀功、剥玉米的手
上功夫都堪称参赛选手的看家本领，展示大家矫健的身手。

趣味运动会结束后，还举行了第四届楮河放歌文艺汇演，镇政府
机关，兴隆中学、小学和各村自编自导的12个精彩节目轮番上台，为
大家呈上了一场视听盛宴。

举行趣味运动会丰富群众业余生活
镇巴县兴隆镇联合工会

本报讯（刘乐）10月 16日，由咸阳市秦都区委宣传部、区总工会
等单位主办的秦都区第二届书法临帖展顺利展出。

本次活动共收到作品400余幅，展出优秀作品100余幅。活动旨
在通过职工书法临帖作品的展示，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在各自领域辛
勤耕耘、精益求精，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群众，为繁荣和发
展秦都区文化事业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秦都区总工会坚持党建引领，主动适应群众兴趣社团快
速发展的实际，将党的建设延伸到各类兴趣社团。本次书法临帖展
的成功举办，是兴趣链丰硕成果的一次精彩展示，提高了该区书法艺
术的整体水平，展示了秦都的良好形象，更好地推动了全区文化艺术
的繁荣与发展。

书法临帖展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咸阳市秦都区总工会

西安市莲湖区北关街道总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