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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纵横

本报讯（范光艳 冯雪儿）为激励
女职工继续发扬延安精神、劳模精
神，加快提升综合素质，近日，延安市
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举办“阅读使我
快乐 知识伴我前行”读书会暨女职
工展厨艺包饺子活动。小小的活动，
暖心的举措，让每一位女职工在活动
中充分享受到工会带来的温暖。

在读书会上，14 位女职工精心
制作 PPT，向在座人员分享了《心田
上的百合花》《欲为大树 莫与草
争》等书籍，生动形象地为大家展
示每部书籍的魅力及自己的独特
见解。

通过本次读书分享会，不仅丰富
了女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引领
更多女性坚持阅读，热爱阅读，不断提
高女职工争做学习型、知识型、创新型
的时代新女性。

此外，为引导广大女职工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注重家
庭、注重家风、注重家教要求，广泛开
展好家风建设活动、提高女职工生活
技巧，该总工会还组织女职工开展了
展厨艺包饺子活动。

活动现场女职工分工协作，有人
和面，有人拌馅，有人擀皮……她们个

个动作娴熟，配合默契。随着活动的深入，现场更是一
片火热，每个人都有条不紊地展示着各自的优势，在包
饺子过程中，女职工时而谈谈工作上的事，时而聊聊家
常，现场气氛融洽和谐。再看看她们包的饺子，形态各
异，极具特色。

通过展厨艺包饺子活动，不仅让女职工体会到了
家庭、家风、家教好的重要性，也让女职工感受到市总
工会“大家庭”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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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府谷县总工会主办的第五届企业职工
“岗位大练兵 技能大比武”技能大赛在三道沟煤矿
成功举办。来自全县34家企事业单位的329名职工
参加了办公自动化、厨艺、仪器仪表、钳工、井下电

工、地面电工、焊工、叉车、装载机、财会电算化、消防
安全共11个工种的理论基础知识测试和实操竞赛比
武。经过2天紧张而又激烈的角逐，最终三道沟煤矿
工会代表队摘得“团体一等奖”。 □孙虎虎 摄

西工大一青年男教师一首《后来》，吸引
了满车女青年的欢呼……11月14日8时许，
前往商洛市柞水县终南山寨朱家湾的大巴
车上，没有了瞌睡，没有了陌生，大家沉浸在
一片亢奋之中。

“‘工会福利’很难得，大家一定要把握
好机会，你们懂得。”“我今天就一个目的，寻
找大龄男青年……”车内，一场省级“玫瑰之
约·冬之恋”单身职工联谊活动悄然拉开帷
幕。由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办、陕西职业技
术学院工会承办的这场活动，用这种特殊的
形式为我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各行业的单身
职工们牵上了一条红线，让他们的相识充满
浪漫。

互帮互助自熟络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转瞬即逝，很快几辆
大巴就开到了牛背梁旅游度假区的广场上。
在这里，来自全省35个单位，不同行业的150
余名男女单身职工以随机抽签和意愿组合的
方式被分为15组。他们要齐心协力登山，争
取自己的团队率先到达自助烧烤场地。

“小心脚下树叶滑，等下那谁”“这块风
景好，我给拍张照片”“慢点，这块不好走，我
来扶你……”活动中，大家相互帮助、团结协

作，沿着山道拾级而上，呼吸着大自然清新
的空气，一路赏景、一路交流、一路帮扶、一
路摄影、一路打卡、一路协作，好不热闹。

“你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耽误了花
前月下的浪漫，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责
任，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青春是有限的，不
要再犹豫，请勇敢地表达你的真情、真心、真
爱！”在休息间歇，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副主席
夏明文抓住机会鼓励大家。

活动方式既打破了男女嘉宾初次见面
的陌生害羞感，又考验了双方的默契配合，
还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团结协作的合作精
神。参加联谊活动的嘉宾纷纷表示本次联
谊活动气氛融洽、轻松、颇富意义。

“户外登山、自助烧烤联谊活动是我院
工会通过 40余家单位问卷调查、基层走访
调研，打破传统思维，再次以跨界、融合的团
建方式开展的活动，以满足单身职工的交友
需求，是切实为广大职工服务的有力举措。”
承办方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副主席董薇
莉说。

争先上台展才华

自助烧烤、才艺比拼和趣味互动游戏等
相继展开，充分加强了彼此间的相识、相知。

正在大家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主持人
郑雅制定了一个新规则——“午饭除基本配
备外，其余烧烤食材全靠‘赢’，各小组如果
不努力，就只能吃‘素’！”

外向的男职工们率先冲锋陷阵，拔河、
吹气球、俯卧撑中奋勇争先，为小组赢取各
种食材。而女职工们就站在旁边加油助威，
并细细观察着心仪的“他”。

“你们要吃鱼还是羊肉，待我上去给咱
赚回来！”G组 6号女职工不甘落后，一番征
询后，主动上台高歌一首，为小组赢回了一
盘新鲜的鱼肉，吸引了四位男职工上台送
礼物。

大家争相上台表演节目，展示才华，表
现自我，现场气氛一度达到高潮。

活动中，夏明文一再提醒广大青年男
女：“选定目标，不要挑花眼，最合适的才是
最好的；选好目标，不要胆怯，总有一人适
合你！”

抓住机遇不放弃

初步有好感的男女青年，相继约着进行
划船等私下活动。

“听说此次活动 600多人报名，只选择
了 150人，机会难得。”西安财经大学的张

海东加快了脚步，他专程跑到西安市总工
会一位女职工的身边，主动加了她的微
信。“机会要自己把握，虽然活动时我们没
在一组，但我不想错失良机！”张海东大方
地说。

与其有类似举动的还有西安文理学院
的一位女教师。她找活动主办方要单身男
职工的联系方式，并说：“虽然没有和中意的
男孩子分到一组，但因为身高和第一感觉，
她一直留意着心仪的男生，希望进一步了
解！”在现场主办单位人员的鼓励下，她主动
找到心仪对象交流了起来。

眼看活动快要结束，长安大学理学院的
廖晓冲到台上，主动向自己中意的咸阳师范
学院女教师表白：“经过了解，我才知道我们
是西大校友，以前在一个学校不了解，这次
不能再错过机会了！”

身高相当、游戏配合默契，同一号码的
粉色B6和蓝色B6的男女单身职工也上台
表达了彼此的感受。一时间，各种表白不
断，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

活动结束后，主持人郑雅将有关信
息通过微信群分享，以力求最大程度提
高联谊成功率，让男女青年职工这个冬
季不再“冷”。

□本报记者 王何军

11月12日，由安康市总工会、安康市长兴建筑集团
等主办的“长兴杯”建筑工人技能竞赛活动在天一城市
之光项目部举行。此次比赛涉及砌筑工、钢筋工、木工、
架子工、水电工五大工种，共有19支代表队参加。

□陈东 史向涛 唐小利 摄

■工会动态■

■职工之声■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在坚定发展战略中谋篇布局主动作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即将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
重要会议。通过认真学习会议精神，使我深
刻体会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
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视野，把握历史大势、
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艺术，总揽全局、系统
谋划的卓越智慧，以及乘势而上、奋力前行、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坚强意志，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十四五”

乃至新发展阶段推进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
决心。通过认真学习全
会精神，使我思想上受
到了深刻洗礼。作为企
业我们将在抓落实中常
学常新，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对国企领导人员提

出的“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
有为、清正廉洁”20字要求，扎扎实实办好自
己的事。下一步，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抓
好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

一、牢记强军首责，坚决扛起国企担
当。卫光科技作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
的国有军工企业，我们将始终牢记强军主
责，把产品质量作为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
把国防建设作为企业的责任担当，以推进重
点型号研发生产为抓手，不断强化能力建
设、提高列装水平、提升配套地位，筑牢对党

忠诚、军工报国的政治基础，推动企业在军
民融合发展中走在前列，为实现建军百年奋
斗目标作出卫光科技贡献。

二、加快科技攻关，突破核心关键技
术。科技自立自强，国家才能自立自强。卫
光科技是我国半导体分立器件的核心骨干
企业，作为芯片制造企业，我们将面向科技
进步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围绕国家新一
代武器装备发展需求，加快突破核心关键技
术，实现我国核心电子元器件，特别是高端
半导体分立器件安全自主可控。

三、坚持规划引领，实现高质量发展目
标。站在“十四五”发展的新起点上，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卫光科技将坚
持新发展理念，以国内市场为支撑，以推进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目标，以
深化企业改革、加快转型升级为保障，于危
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捕捉新机遇，

打造新模式，形成新业态，研发新技术，推出
新产品，塑造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推动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更大步伐。

四、加强企业党建，践行初心使命。习
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时提出了五项要求，特
别是对陕西制造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提
出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推进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的殷切希望，我们将以五项要求
作为工作基本遵循，坚持富国强军的初心和
使命，把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放在党和国家
事业全局、放在实现我省发展总体目标中来
谋划和落实，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具体行
动中，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实干笃定前行，担当铸就未来。卫光科
技将继续发扬“低调务实、埋头苦干”的军工
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攻坚克
难，持续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为国防现代
化建设和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贡献力量！

本报讯（咸工宣） 11月 13日，在中共咸阳市委宣
传部召开的“学习强国”咸阳学习平台推进表彰会上，咸
阳市总工会荣获“学习强国”咸阳学习平台优秀供稿单
位和供稿直报点；市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张静撰
写的“学习强国是我的良师益友”荣获“我与‘学习强国’
的故事”征文优秀作品一等奖；市总宣教部张翟西滨荣
获供稿优秀通讯员。

据统计，今年该市总在《工人日报》、人民网、中工网
等中央级报刊媒体发表稿件 89篇，《陕西日报》《陕西工
人报》等省级报刊媒体发表稿件 145篇，《咸阳日报》、咸
阳电视台等市级媒体发表稿件 52篇。其中被“学习强
国”平台选登29篇。截至目前，共计发表消息、通讯和典
型人物报道等各类稿件286篇（幅、首）。

荣获“学习强国”多个奖项
咸阳市总工会

2020年10月29日，如潮的掌声中，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擘画了中国面向未来的宏伟

蓝图。

全会深刻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方针、

目标任务、战略举措，对于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继续

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为把这次全会精神贯彻好、落实好，本报特开设“奋斗

‘十四五’、奋进新征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心得”栏目，用新时代的美好蓝图激励干部群众更加

有方向、有信心、有力量地阔步前行，从而汇聚奋斗“十四

五”、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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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卫光科技有限公司（877厂）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柯

新形势下，工会工作面临许多新任务、
新问题、新挑战，要做好工会工作，工会干部
要做到“五忌五要”。

忌好人思想，要敢于担当。敢于担当，
是新时期衡量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瞻
前顾后，畏首畏尾，怕丢位子，怕穿“小鞋”，
遇到问题绕着走，做事四平八稳，当老好人，
不仅违背了党对好干部的要求，也与工会干
部的职责格格不入。工会工作件件和群众
利益相关、事事与民生相连，身为工会干部
要襟怀坦荡，敢于担当，把屁股始终坐在群
众一边。对于违反群众利益的事，要敢于较
真碰硬，敢于说“不”，用法律武器和职代会
赋予的权力，为广大群众和弱势群体撑起

“保护伞”、搭建“遮雨棚”，为他们主持公
道、伸张正义。

忌作风虚浮，要扎根基层。作风不实，
浮在表面，做调研蜻蜓点水，检查指导走马
观花，糊弄上级应付群众，是工会工作的大
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的
优良作风，作为连接党政与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工会干部更要扎根基层，扑下身子，紧盯
一线，上岗位、到宿舍、进食堂、认家门，和群
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沟通，掌握第一手资
料，做群众需求的第一知情人、第一代言人、
第一解难人，坚守初心，真心实意、真情实感
为群众服务。

忌懈怠拖拉，要雷厉风行。群众最反感
作风懒散、敷衍搪塞、在其位不谋其政、做一
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干部。工会是职工的“娘家”，职工到“娘
家”反映、诉苦的问题，大多数是一些急事儿、难事儿、烦心
事儿，推诿搪塞或置之不理，小则影响工会和自身的形象，
大则可能激化矛盾，影响单位和社会的稳定。工会干部要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想职工所需，急职工所盼，闻声而动，
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解决矛盾，化解难题，让职工满意，
让组织放心。

忌单打独斗，要发挥合力。工会工作，大到落实参与、
维护、建设、教育等职能，小到组织劳动竞赛、技能技术比
武、文化活动等具体事务，不能仅靠自身力量。要善于整
合资源，“开门办公”。要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商，达
成共识，凝聚合力，形成党、政、工、团齐抓共干的工作格
局。还要广泛发动群众，征求群众建议和意见，激发群众
智慧，提高群众的参与度，扩大活动覆盖面，以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忌默守陈规，要善于创新。实干只能做对，创新才能做
好。老眼光看事物，旧思维想问题，不接受新事物，不学新
知识，就会与社会脱节，成为“边缘人”，最终被群众所遗
弃。要紧跟时代步伐，调整思路，顺势而变，以变应变，推陈
出新、大胆创新，把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等新技术、新工
具运用到工作中，迎接新挑战，抢抓新机遇，不断开创工会
工作新局面。 □刘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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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怪幽默的出场白、拾级而上的登山互助、为食物而战的奋斗过程……虽然是
没有爱情的“拉郎配”，但各种团结协作却火热了众多青年男女的心——

邂逅一场别样的“冬之恋”

本报讯（王庆）近日，由渭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渭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渭南市总工会联合主办
的“2020年渭南市金秋招聘月现场招聘会”圆满落幕。
本次招聘会以“稳就业政策助力，保就业服务筑桥”为主
题，为该市应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随军家
属及其他社会流动人员和用人单位搭建了便捷、精准、
高效的交流平台。

本次招聘会参会单位以该市用人单位为主体，涵
盖了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文化体育、医疗等行业，
招聘岗位主要集中在管理、技工、营销、教师等岗位，其
中健身教练、操作工、市场营销及教师的岗位需求最
大。用人需求量较大的单位有渭南荣发建材家居有限
责任公司、中体丹尼斯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
汽车有限公司。经统计，参会单位共有 61家，提供就业
岗位1746个，入场求职人员约1200人，初步达成就业意
向583人。

2020年金秋招聘月活动圆满落幕
渭南市总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