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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纵横

由陕建九建集团工会主办的第八届职工篮球赛，
11 月 26 日在榆林闭幕。来自各基层单位的 11 支参赛
队伍，经过2天鏖战，该集团九公司代表队、四公司代表
队与机关代表队分获冠、亚、季军。

□王朝阳 刘玄哲 摄

本报讯（谢应波）近年来，安康市委党
校工会牢记初心使命，竭诚服务职工，努力
当好职工“娘家人”，践行工会服务职工“最
后一公里”的承诺和担当。

校工会与机关党委以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的方式，确保每月都有 1次集体活动，职
工参与率达100%。举办“党校大讲堂”，以
支部为单位组织教职工收看《榜样》系列节
目；观看《我和我的祖国》《大会师》等爱国
主义影片……以丰富的活动为载体，极大
激发了教职工的干事创业热情。

“健康生活，快乐工作”是校工会一直倡

导的文化理念。校工会始终把履行服务职
能、关爱职工作为兴会之基、发展之源，努力
解决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切实
增强职工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据悉，该工会还建立了教职工心理关怀
机制，每年邀请专家到校开展健康知识讲
座、组织教职工体检、健身项目培训，最大限
度保障教职工身心健康。

此外，2020年 8月该工会重新装修了职
工之家活动室。设有读书区、健身区、休闲
区、亲子区，配备了象棋、毽子、跳绳、音响等
健身、娱乐设施，为广大职工打造了一个“小
憩、沟通、学习、放松、健身”场所，提升了教
职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目前，校工会正在
筹备成立羽毛球、乒乓球、瑜伽、健美操、太

极拳、跑团等健身队，争取让每位教职工都
积极投身到运动中。

在校工会的带领下，校女工委联合校妇
委会开展了“风雨同心 抗击疫情”诵读活
动，到岚皋县民主镇开展了“把爱带回家”关
爱留守困境儿童活动，并在 6个偏远乡镇的
12个村和3个基地实地走访、调研“村级妇联
执委工作开展情况”，形成了《对妇联组织改
革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的思考》的调研报
告。同时，发起为留守老人和分散安置五保
户捐赠衣物倡议，共收集衣物600余件、棉被
10余床及多双棉鞋。

据了解，该校工会坚持党建引领，紧紧
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按照“规范、创新、服
务、保障”的思路，积极担当作为，取得

丰硕成果。连续 3年蝉联市委机关三人制
篮球赛冠军；在安康市庆祝改革开放 40周
年职工歌咏比赛上获得三等奖；在第二届
武术大会暨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上取得
了团体赛三等奖优异成绩，其中 8名个人
分别获得男（女）子组一、二、三等奖……金
灿灿的奖牌见证了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砥
砺前行的强大斗志。

该工会每年都会走访慰问困难教职工
和退休老干部，为困难职工解决医疗、子女
上学等实际困难，切实将好事实事办到职工
的心坎里。教职工纷纷表示：“校工会不仅
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也十分关怀我们的生
活，总是会在大家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温暖
而又有力的手。”

■工会纪事■

■竞赛新跑道■

↑6月至 11 月，航空工业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工会
举办了第十届劳动竞赛，本次技术比武共涉及电子仪器仪表装
配工、热处理工、粉末冶金烧结工等10个工种，近200名技术工人
参加比赛。 □王杰 摄

←11月25日，在苏州轨道交通8号线地铁工地，中铁
电气化局铁路工程公司举行“企业勇担当，奋战新征程”
劳动竞赛暨苏州地铁8号线06标项目开工仪式。图为与
会领导为突击队员授旗。 □倪树斌 魏铄沣 摄

■工会动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全面开启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明确了今后一
个时期的发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制定
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省教科文卫
体工会作为省级产业工会组织，必须提高
政治站位，全面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突出
产业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主动融入中心，
加大维权服务力度，团结动员广大产业职
工为实现“十四五”规划进而实现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
国作出更大贡献。

一、加强学思践悟、知信行统一，用全会
精神凝聚发展力量

切实做到五中全会精神入脑入心。省
教科文卫体工会立即行动起来，发挥好高校
马列主义学院资源优势，迅速掀起学习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热潮。坚持面向基层
一线、深入职工群众，
推动五中全会精神进
学校、进课堂、进企业、
进班组。创新学习宣
传方式，运用微课堂、
公众号、微信群等多种
方式方法，全面准确、

深入细致地把五中全会精神讲清楚、说明
白，让职工群众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

切实抓好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加强职
工精神文明建设，继续评选表彰师德标兵和
师德示范团队，开展选树“产业工匠人才”

“最美乡村教师”等活动。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举办劳模座谈会，
常态化开展“访劳模、爱劳模、学劳模、争当
劳模”活动，努力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
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传播行业正能量，
提升行业软实力。

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把好政治方
向关、舆论引导关和价值取向关，加强工会
意识形态和宣传舆论工作。深入开展法制
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增强职工群众法律意
识和法治观念，切实维护职工队伍和工会

组织的团结统一。
二、融入中心服务大局，在奋力谱写追

赶超越新篇章中彰显产业职工新作为
持续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围绕尊

重和保障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提高产业
工人的技术技能素质、健全产业工人维权保
障机制、畅通产业工人职业发展通道、营造
尊重劳动和尊重产业工人的社会氛围等工
作重点，加大改革落实和任务推进力度，加
快建设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
敢担当讲奉献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为陕
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动力源泉和支撑
保障。

积极引导职工群众建功立业。积极筹
备好教科文卫体系统各项劳动技能竞赛活
动。继续推动基层工会广泛开展具有单位
特色、行业特点的劳动竞赛，不断扩大竞赛
覆盖面、提高竞赛参与率。推进劳模（职工）
创新工作室建设，不断完善管理办法，打通
技能竞赛和职称晋升通道，引导职工岗位创
新、岗位建功。

大力营造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发挥
好教科文卫体工会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
小组作用，完善产业工会与省级相关政府
部门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健全完善协商协

调机制，建立多元预防化解劳动关系矛盾
工作体系。

三、加大维权服务力度，提高职工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密切跟踪疫
情防控常态下的产业职工权益维护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加强医务人员权益保障问题的
调查研究，协助政府推动解决劳动就业、技
能培训、工资报酬、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职
工普遍关心的利益问题。

加大帮扶和服务工作力度。在高校继
续做好职工互助保障扩面提质工作，扩大职
工互助保障的覆盖面、受益面。倾听职工心
声，了解职工的现实需求，创新服务内容，扩
大服务范围；创新服务手段，更好地运用“互
联网+”等新思路，把服务职工工作做得更具
体更扎实更温暖。

推进编外职工入会和服务工作。认真
开展职工的入会情况专题调研，打破编外
职工入会瓶颈，建立完善便捷有效的会籍
管理办法。举办编外职工入会工作推进
会，积极探索工会组织建设新模式，以服
务引领入会工作，不断扩大工会组织覆盖
面，最大限度地把广大职工团结到党领导
的工会中来。

本报讯（徐培军） 11月 26日，由陕西省总工会女
职工部主办的全省工会健康知识宣传工作骨干培训班
在陕西工运学院开班，省总女职工部部长尹凌做开班
动员。来自全省各级工会以及各企业工会的63名学员
参加了培训。

据悉，本次培训班针对健康教育主题，开设了“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职工压力与情绪管
理”“艾滋病防治知识”等课程，邀请省委党校以及省卫
健委有关专家教授来学院授课，课程设置合理，实用性
强，是推进健康知识普及的重要举措。

全省工会健康知识宣传工作培训班举办

80余名基层工会干部集中“充电”
临潼区总工会

本报讯（张梦华） 11月26日至27日，西安市临潼
区总工会干部培训班在省工人疗养院举行，全区 80余
名基层工会主席、社会化工作者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从新时代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理论与实
践、基层工会经费管理使用常见问题解读、《民法典》的
宣讲、工会新闻的采写实践等四部分进行，以提高基层
工会干部理论和实操水平，进一步提升干部综合素
质。授课内容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内容丰富、案例典
型、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课上，学员们
认真听讲并与老师积极互动，认真总结反思当前工会
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

广大参培工会干部纷纷表示，从思想意识、理论知
识到业务水平都有新的认识和提升，将用学到的新知
识新理念武装头脑，努力为增强基层工会力量添砖加
瓦，更好地服务广大职工，促进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用更多笔墨音画传递工会好声音。

“关爱战地玫瑰”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王海宁） 11月 27日，铜川市耀州区总工

会联合区委组织部、区扶贫局开展“助力脱贫攻坚 关
爱战地玫瑰”活动，全区 31名驻村女第一书记（队员）
等参加。

驻村干部们先后参观大数据产业园，聆听了市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区人民医院呼吸肾病科副护士
长、援鄂医务人员张凤艳抗疫事迹报告，区劳模、区中
医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刘琼现场作的健康知识讲座。
随后，区总工会、区委组织部、区扶贫局三方为女书记
（队员）赠送了“两癌”筛查爱心卡、特殊疾病保险、药
王养生茶及防护物资，活动现场“暖意”浓浓。

耀州区总工会

陕西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 徐富权

努力当好“娘家人”让职工健康生活快乐工作

加强思想引领 主动融入中心 突出维权服务
在实现“十四五”规划中彰显产业工会新作为

安康市委党校工会

本报讯（李波）长期以来，陕西明堂
环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堂环卫）工
会坚持以人为本，紧密依靠职工群众办企
业，强化民主管理，坚持落实职代会制度，
调动和发挥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使企业
充满生机与活力。

明堂环卫工会自建立职代会制度以
来，党政领导高度重视职代会工作，建立健
全了党支部领导、行政主动支持、工会积极
作为、职工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公司党
支部坚持每半年至少听取一次职代会的工
作汇报，及时研究审议职代会工作，为职代
会工作把好关、引好路，解决困难和问题，
为落实职代会决议奠定了基础，确保职代
会工作健康运转。

据了解，明堂环卫工会按照公司职代

会每年召开一次、各分会每半年至少召
开一次、各班组职代会每季度至少召开
一次的原则，将企业的“三重一大”项目
提交职代会审议，凡涉及职工群众切身
利益的重要事项提交职代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实施。

“为提高职工代表的综合素质，明堂环
卫工会每年定期举办职工代表培训班，聘
请上级工会专家讲解职工代表如何履职尽
责。”公司工会主席韩正朝介绍说，经过民
主程序选举产生了 59名职工代表，包含一
线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使职工代
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组织职工群众定期
对职工代表履职情况进行民主评议打分，
对评议不合格的职工代表和群众不满意的
代表，及时按职代会程序进行更换，有效地

提升了职工代表素质和履职能力。
据悉，明堂环卫工会为发挥职代会在

闭会期间的职能和作用，组织经营管理、安
全生产等专委会开展安全生产、集体合同履
约兑现情况、厂务公开等职工关心的热点问
题进行巡视检查，提出意见建议23条，整改
率为98％。

此外，该工会把落实职代会职权作为
贯彻以职工为中心发展思想，先后在公司
二届三次职代会上审议通过了《公司集体
合同》《公司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
同》等议案，有效地维护了职工的合法利
益。同时，企业集体合同履约兑现情况的
报告等 10余项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
事项，通过职代会向职工公开，充分接受
职工群众监督。

陕西明堂环卫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落实职代会制度 助企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 （曾昭寅） 11 月

25日，由汉中市总工会主办的
“汉中职工读书大讲堂”活动
在市政府大礼堂如期举行，
来自全市 750 余名职工群众
参加了此次讲座，礼堂内座
无虚席，现场气氛活跃。讲
座特邀著名心理学者，情商
教育专家张怡筠博士为大家
分享了培养孩子快乐成功的

“秘诀”。
张怡筠博士的报告围绕

家庭教育，父母究竟该教什
么？AI 时代来了，孩子如何
能够赢在未来？如何培养内
心强大，能快乐成功的孩子？
这三方面的话题，为现场职工
作生动有趣的解答。讲座中，
张博士与职工进行互动，让职
工亲身感受理解情商的方法，
在欢笑声和掌声中将讲座推
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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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西北大学工会举办的“路在脚下、心在飞
扬”健步走活动在该校长安校区举行。来自29个基层
工会的500余名教职工参与其中。 □杨慧 摄

近日，榆林市吴堡公路管理段工会为职工书屋采
购 200 余册新书，涵盖了政治、历史、管理、经济、生活
百科、文学著作、书法等，能够满足不同年龄职工选取
阅读，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王国民 刘玉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