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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纵横

2020年，中国兵器北方光电股份公
司工会以“全员参与、智慧创新，时时改
善，处处提升”为主题，实施突出目标落
实、突出专题引领、突出奖励激励、突出
反馈公示、突出质量提升的“五突出做
法”，加强合理化建议工作的有效开展，进
一步凝聚广大职工的智慧和力量，助推企
业年度生产科研经营目标全面实现。

“五突出”激活工会工作一盘棋

突出目标落实。该工会印发了《光
电股份2020年合理化建议工作计划》，将
集团公司、光电集团和公司有关要求贯
彻落实到计划当中，将工作目标分为有
效建议、采纳实施完成建议两个维度进
行分解，落实到月度，使各部门、各单位
工作有目标，努力有方向。

突出专题引领。聚焦公司生产经营
管理中心工作，确定不同主题，在广大职

工中集中开展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
促进”“管理提升强基础 献计献策促改
善”“制止浪费厉行节约·人人参与献计
献策”等 6个专项合理化建议征集活动，
集中攻破生产科研管理难题，不断提升
工作成效。

突出奖励激励。按照“采纳实施就
奖励”的正向激励政策导向，开展了专
项、季度和年度合理化建议表彰奖励。
专项合理化建议活动，按计划及时进行
专项评比奖励；日常合理化建议，每季度
进行一、二、三等奖的现金奖励；年度评
选产生的金银铜奖及优秀组织单位，进
行大力表彰奖励，加大优秀案例及经验
的挖掘宣传力度和推广。

突出反馈公示。充分运用各部门各
单位反馈、合理化建议推进办公室反馈
两种方式，分月度、季度对职工提出的合
理化建议及时进行有效建议、采纳实施
完成建议的认定意见反馈。每月适时通

过支部书记会、精益例会、公司工会工作
会议、合理化建议推进会及公司OA资讯
平台进行反馈公示，形成工作日常化和
规范化。

突出质量提升。结合实际工作需
要，及时健全公司合理化建议工作专家
评审组，成员涵盖公司业务主管和相关
业务专家，加强了组织管理。在日常评
审、季度评审、年度评审时对日常采纳实
施完成的建议、季度一等奖的建议、年度
申报的建议进行真实严格、公正客观的
评审，加强了过程管理。对采纳实施完
成的重点建议进行走访、调查和落实，加
强了实效管理。

“金点子”助推企业创新创效

实施“五突出做法”以来，光电股份
合理化建议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得到有效
提升。工艺技术人员程会民等提出的某

重点产品重要部件中内、外框架零件加
工方法从电脉冲加工改变为铣削加工，
从根本上解决了零件鼓包、破边等报废
问题，大幅度提高合格率，提高产品质
量，节创20余万元。

中层经营管理人员李时威等提出的
《关于建立“线边仓”的合理化建议》，通
过在车削加工范围建立线边仓，优化生
产组织模式，实行物流推送、在线测量等
措施，促进了产能提高，助推班产提升。

管理人员梁建英等提出的《关于优
化某重点产品底盘运输方式的建议》，对
长板车进行加长改装、加装爬梯，节省了
一半的运输费用。这些实施效果好、改
善明显的建议，成为了企业当之无愧的

“金点子”。截至目前，光电股份累计征
集合理化建议 3906 条，实施完成建议
3064 条；参与率为 98.03%，提案率为
159.95%，节创价值数额可观，“小建议”
创出了“大价值”。 □王蓓

“小建议”实现“大价值”
——北方光电股份公司工会开展“五突出做法”小记

■工会动态■

■职工之声■提供职工“心理健康服务”很必要
据报道，青岛西海岸新区总工会于

2019年开始实施“1234”工作模式和开展
“四个一”工程，构建起职工心理健康服务
体系，包括热线电话、建设职工心理健康服
务中心、搭建心理健康大数据“云平台”、创
建“心有千千结 工会帮您解”等内容。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节奏加
快，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和重视。在某些单位，有的职工存有高

压力、高抑郁、高倦怠，低幸福、低健康的
“三高两低”状况，这无形中让相关职工
缺乏职业存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青
岛西海岸新区总工会的做法，不仅有效
降低了职工的工作压力、改善了人际关
系，而且大大提升了工作和生活质量，从
而使工会服务更有温度，职工更有幸福
感，很有必要。

一方面，有了职工“心理健康服务”，

就可以从职工的心理健康管理开始，对
职工的压力水平实行即时获悉，并推荐
适当的指导建议，促进职工随时调整身
心状态。同时，还可以准确发现、掌握职
工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及时做好心
理引导工作。

另一方面，有了职工“心理健康服
务”，通过提高职工健康服务水平，让职
工有了存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能更好

体现企事业单位的人文关怀，让职工全
身心地投入工作，为单位发展壮大尽心
尽力。可见，工会为职工提供“心理健康
服务”是一种多赢之举。

各地工会组织不妨多多借鉴和学习
给职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好做法，
多些心理关爱，多些人文关怀，从而既保
障职工心理健康，又助力企事业单位发
展壮大。 □叶金福

■竞赛新跑道■

↑日前，在“六比六赛”主题劳动竞赛和“安康杯”竞
赛活动中，陕建八建集团绿城·西安桂语蘭庭项目赛出
新意，建立安全“积分超市”制度。对施工现场安全规范
作业进行考核积分，积分可在工友驿站兑换饮料、劳保
物品等。此举激发了职工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规范安全
作业的热情。 □陈玺龙 刘金艳 摄

←11月5日，中国水电三局西安地铁一号线项目部举办
“大干60天，完成年度节点目标”劳动竞赛启动大会，围绕项目
履约创效、安全文明施工等工作进行重点部署。 □袁梦 摄

■工会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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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强）11月 5日上午，西安雁塔区总工会在杜城
小学开展了“致敬奋斗者·助力强市梦”万名农民工及其子女免费体
检活动。

该校661名同学参加了本次活动。检查项目包括：口腔检查、心
电图、骨密度检查、肺功能检查、视力检查、鼻内镜检查、身高体重测
量等内外科检查项目。体检让每名学生更加清楚地了解自身健康状
况和发生疾病的风险，达到早发现、早预防的目的。

为万名农民工及其子女免费体检
西安雁塔区总工会

本报讯（段利科）今年以来，宝鸡
市岐山县、千阳县总工会积极开展集体
协商工作，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取
得了企业认可、职工满意、企业发展有
动力的丰富成果。

今年初，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企业因
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复工复产
后，企业行政方与工会及时开展集体协
商工作，针对企业现存的困难，双方代表
进行沟通，提出集体协商方案，开展了新
一轮的协商工作。

在今年的集体协商工作中，岐山县
总工会利用走访、会议、网络、发放《陕西
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等形式大力
宣传工资集体协商的重要性，集体协商
工作也先后涌现出了一批协商典范：陕
西京泰纺织化纤（集团）有限公司、陕西
天利花餐饮食品有限公司岐山县天利花
大酒店、宝鸡鑫茂源商砼工程有限公司
等企业，为岐山县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更上一个新台阶起到了带头作用。

岐山县的宝鸡鑫茂源商砼工程有限
公司工会依法按照协商程序对今年职工
的工资分配方案、标准和分配形式，各项
福利待遇等，代表职工方和企业方进行

了认真、细致讨论，最后通过职代会给职
工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千阳县总工会积极推进集体协商工
作。一方面积极宣传，与企业形成共
识。千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宝鸡
粤特陶瓷有限公司、宝鸡海升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面对企业发展激烈的竞争形
势和当前受疫情影响的困难，2020年的
集体协商工作以维护企业和职工双方的
利益为目标。企业工会通过党政工联席
会、行政办公会等多次与企业行政方进
行沟通协商，阐明自己的观点。企业行
政方在了解工会的想法后表示，2020年
不仅要提高职工工资水平，还要投入一

定的资金用于改善职工生活福利。面对
困难，企业行政方与工会达成了共识。
另外一方面，收集提案，确定协商内
容。为更好反映职工的意愿，工会根
据《陕西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的要求
进行协商工作。其中，千阳海螺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规定，在完成年度经营
目标任务（销量、产量、劳动生产率、效
率）的条件下，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保持
适度增长。同时，公司工会也在职代会
上号召全体职工发扬工人阶级的优良
传统，爱岗敬业，团结奋战，保质保量
完成企业生产任务，使企业和职工双方
达到共赢。

本报讯（魏剑 王崇）近年来，汉中
市镇巴县简池镇工会始终坚持增强工会
组织行动力、影响力、凝聚力，不断提升
干部职工素质，保障干部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服务职工群众。

该工会坚持维权与服务工作相结合
的方式，促进劳动关系和谐。非公企业
工会组织重点维护职工的劳动条件、劳
动报酬、劳动时间等劳动权利。机关事
业单位制定计划切实保障职工休息、休
假的权利，镇级各工会组织督促单位落
实法定休假制度，维护好职工的休假权。

此外，该工会积极配合镇社保所、镇
司法所搞好法制宣传，做好农民工工资
支付专项检查，保护农民工劳动经济权
益。切实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
益，将在职职工全部纳入互助保障计划
和女职工特殊病种计划。2019年以来，
先后为9名在职职工申报了理赔，解决了
他们的后顾之忧。

与此同时，该工会还积极组织镇干
部职工和村组干部开展年度体检和心理
辅导，扎实做好夏季“送清凉”、冬季“送
温暖”活动。充分发挥工会监督作用，督

促企业改善职工生产生活条件和落实高
温补贴等劳动保护措施，全力保障干部
职工身心健康。

在脱贫攻坚工作总体部署上，充分
发挥工会职能优势，以“深度贫困村工会
组建”等载体为抓手，通过发展产业、劳
务输出、示范带动、结对帮扶以及智志双
扶等形式，帮助贫困户树立“我要脱贫”

“我要奋斗”的良好意识。以精准帮扶为
重点，提升社会扶贫参与力量，加快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步伐。镇工会、各级包扶
单位和包扶责任人推销、购买贫困户的

农产品共计消费 40余万元，选树培育 10
名“脱贫民星”先进典型，开展 60余场次

“脱贫攻坚”集中宣讲，营造了积极向上、
努力致富的良好氛围。

今年以来，该镇工会成功组建两个
贫困村工会，吸纳160余名农民工加入组
织，全面完成26户困难职工清理复核，并
因户因人精准施策；筹集慰问资金1.6万
元，走访慰问企业和工地15家，开展监督
检查26次，基层工会组织活力不断提升，
全镇广大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持续增强。

镇巴县简池镇工会

提升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日，榆林市靖边县总工会为激发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创作热
情，举办书法沙龙活动，部分中省市书法大家及广大书法爱好者参
加活动。 □雪迎风 摄

11月7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机务段工会为深入
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丰富职工业余生活，组织开展“转作风、聚共识、知
党恩、爱岗位”主题健步走活动，数百名职工参与其中。 □罗超 摄

近日，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物测公司组织职工参观第五届丝路
影像博览会。职工参观了陕煤地质工会人镜头下公司三十年来的发
展变化。 □赵凌飞 摄

本报讯（李可 徐峰） 11月 5日至 6日，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为
提升干部职工的幸福快乐指数，强健干部职工体魄，展现干部职工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举办“喜迎十四运 奋进小康路”职工羽毛球比
赛。本次比赛共有26支代表队400余名职工参赛。

赛场上，运动员们奋勇争先、团结协作，时而轻挑过网，时而跳起
扣杀，赛出了水平，赛出了友谊，赛出了风采；赛场下，观赛人员加油
助威、群情振奋，时而屏息静待，时而连连喝彩，把整个赛场气氛推向
了高潮。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公司代表队、省
监狱管理局代表队、省气象局代表队分别获得第一、二、三名。

举办“喜迎十四运 奋进小康路”职工羽毛球赛
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

本报讯（兰本波） 2018年以来，安康市汉阴县初级中学为营造
优美温馨的办公环境，展现教职工良好的精神风貌，以汉阴县巩固提
升省级文明县建设活动为契机，着力打造职工之家，持续抓文明处室
创建评比工作，目前已取得明显成效。

近两年来，该校以工会成员+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的评价小
组，采用无记名打分，每周一公布的形式对学校各个处室进行打分评
比，并及时公布结果，以表扬先进，鞭策后进。活动开展以来，该校全
体教职员工积极参与，从物品摆放、清洁卫生、文化氛围、教职工风貌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设计布置。目前，已形成了室内绿意盎然、书韵飘
香，室外绿树翠竹、鸟鸣啾啾的喜人局面。

营造温馨环境打造职工之家
汉阴县初级中学工会

本报讯（王瑶）近日，宝鸡市“互助保障杯”工会系统职工运动
会在市职工文化广场举行，来自各县区及企事业单位的39支代表队
的6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西凤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
队荣获企事业组拔河比赛第一名。

此次运动会由宝鸡市总工会主办，西凤公司派出22名运动员参
加了乒乓球和拔河比赛。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西凤职工代表队展现
出了敢打敢拼、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获得拔河比赛企事业组冠军。

敢打敢拼 运动会上取佳绩
西凤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