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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纵横

2020年，陕西省交通集团吴靖分公司工
会以“送温暖”工作为总基调，以维护核心、
服务中心、凝聚人心为己任，拓展“建家、强
家、暖家”内容，对接各方资源，实现多方互
动，发挥工会作用。

当好新时代奋斗者的“传声筒”

“推动吴靖分公司高质量发展，是要每
一位职工付诸行动才能成功，要想做好各项
工作，就必须端正思想，从学习入手。”分公
司党委副书记、经理张进宏说。长期以来，
分公司工会始终将学习宣传党的政策方针，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来抓，作为统一职工思
想，教育职工“听党话、跟党走”宣传法宝。
通过下载“学习强国”平台，听、看、记、观、答
等方式，每日坚持学习积分打卡；借用“三会

一课”组织观看“抗疫先进事迹报告会”等视
频，邀请专家辅导学习工会法、民法典等法
律法规知识，积极开展读书分享会、征文评
选、专题研讨、演讲比赛等系列教育活动。
以走基层、进班组，工会干部讲党课，职工群
众讲先进为核心，先后走进郝家桥、路遥纪
念馆等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感悟红色精
神，教育干部职工始终重视发挥好工人阶级
的主力军作用。

当好职工信赖的“娘家人”

一张连心卡、一封公开信、一张入会申
请书、一张健康调查表……主动向职工伸出
双手、发出邀请、提供帮助，分公司工会就是
这样给干部职工提供“家”的归属感。“四季
送”不间断，“时令暖”不差时。积极开展困

难职工重大疾病医疗、生育、文体等活动。
采取发放“疫情下国家公路收费政策调整对
高速公路职工影响的问卷调查表”，组织干
部职工走访慰问企业工地 3家，慰问职工
579人；落实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购买

“助湖援武”滞销农产品和消费扶贫产品580
份，让广大职工以扎实的消费扶贫方式助力
全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的同时，享受到
来自“娘家人”的关怀。

在所辖收费广场建立 10个志愿服务岗
亭，为群众提供便民服务。依托互联网平台
宣传工会知识；利用工会“大讲堂”活动，举
办专题讲座。开展“职工之家”创建工作，打
造先进典型。收费员姚星悦说：“工会组织
的活动，不仅丰富多彩，且是从职工身体健
康、社会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为我们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当好建章立制的“领航员”

近年来，分公司探索建立了“点、圈、链、
面、线”源头民主管理模式。以分公司工会
为点、各管理所为圈、收费站点为链、班组为
面、工会会员为线，分类开展活动。分公司
现已建成厂务公开三星级单位，并指导所辖
单位完成换届选举工作，持续开展“安康杯”
竞赛活动，开展面对面、心贴心调研走访活
动，解决职工实际问题。

“工会工作最怕的是脱离群众，要提高
工会干部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同时也要让大
家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能够解决实际问
题。”张进宏说。

一件件惠于职工的实事，拉近了工会与
职工的距离，增强了工会组织的凝聚力，为
高质量运营管理贡献工会力量。 □王雪

有个好搭档 工作不慌张从加入西安市莲湖区北关街道总工会
大家庭的那天起，刘江华就成了我的铁搭
档，相同的责任、共同的目标，把我们召集在
一起，一眨眼，一起共事十年了。组建工会，
一起走企业；困难职工帮扶，一起去入户调
查；创建工会爱心驿站，一起去考察选址；组
织换届，一起印制选票编写流程……

“有个搭档真好！”这是我在独立支撑工
会工作期间得来的体会。

那是2015年11月，小刘被借调到区总工
会工作，街道工会这一摊子事全都交给我了，
忙里忙外，一度有些不习惯，虽说工作已经轻
车熟路，但仍觉得身心疲惫，遇事没个懂行的
人商量；遇到尴尬问题不好下台阶；一个人的
能力、精力、见识有限；工作没个帮衬压力大
啊！好在单干了近一年，小刘又回来了。

业务“竞赛”干劲大。在工会组织信息
实名制采集录入过程中，街道 800余家企业
信息需要核实，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便一
人从前往后查，另一人从后往前查，比赛看
谁先过半。在你追我赶中，仅用20天时间，
就摸清了这些企业的动态：迁出的、注销的、
现存的企业信息一目了然。哒哒哒……小
刘一阵键盘盲打，信息便全部录入系统。

一唱一和效果好。在检查验收一家非
公企业“标准化示范基层工会”时，这家企业
工作没做到位，理由是场地小、制度牌没处
挂，经费少、工作忙等，我本想妥协，但小刘

却坚定地说：“不行，原则问题不能让步，必
须按要求来，达不到标准、起不到示范作用
的宁可不选，也不能凑合。”她这么一说，我
再一圆场，企业表示马上整改，正好达到了
我们想要的结果。

业务探讨效率高。遇到疑难问题，我们
一起研讨。一次，区人社局发来一份图片格
式的新版本集体合同模板，让大家学习参
考，里面有许多内容可以引用，但是没有电
子版文档，要敲打输入这些文字，十几页太
费时间了，一不留神还会输错。小刘便在网
上搜索了个扫描件文字转换软件，几分钟就

把所有图片文字转换搞定，复制、删改都方
便了，为集体合同输入了新的血液。

合作共事好轻松。开展新冠肺炎后疫
情期间企业职工劳动经济权益保障状况时，
抽查了街道三家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企
业，时间很紧，为此，我和小刘进行了分工。
他负责联络通知、指导职工手机填报调查问
卷及数据统计，我负责召集座谈会、整理资
料及撰写调研报告，轻松摸清了情况，为上
级决策和本级工会谋划工作提供了依据。

有个好搭档，就是不一样！遇事能商
量，办事能帮扶，“两个臭皮匠，也能顶个诸
葛亮”。 □孙养利

■在工会工作岗位上■

据工人日报 持续开展农民
工“求学圆梦行动”，实施“女职工
关爱行动”，加强工会职工服务中
心（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司机之
家、女职工休息哺乳室、职工子女
托管班、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点建设，积极推进非公快递一线
网点“会站家”一体化建设，实施
全国职工健康促进工程……在全
总十七届四次执委会议上，工作报
告中的这段总结，浓缩了各级工会
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对职工利益
无小事理念的执着和为此付出的
不懈努力。

一组数据可以作为“印证”：
各级工会积极参与根治欠薪冬季
攻坚行动，据不完全统计，协同政
府有关部门为 32.48万职工追回
被拖欠工资 35.08亿元；整合社会
资源建设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点超过 7.1万个，累计投入资金数
量7.14亿元，服务以农民工为主体
的户外劳动者群体4374.3万人；全
国建立的女职工休息哺乳室覆盖
哺乳女职工 1800余万，提供了私
密、安全、卫生、舒适的环境；截至
目前，全国验收合格、投入运营的

“司机之家”已达 423家……每一
个量化的数据背后，都藏着广大
工会干部对职工的牵挂。

致力于推进城市困难职工解
困脱困工作，全总开展了“解困脱
困集中攻坚”行动，建起工会常态
化帮扶长效机制，加强工会困难
职工帮扶与社会救助制度衔接，
并下拨专项帮扶资金 12.18亿元，
支持在档深度困难职工解困脱
困。与此同时，各级工会共投入
61.8 亿元送温暖资金，用于“两
节”送温暖慰问和因疫因病因灾
常态化送温暖。此外，努力推动
解决核工业功勋职工及其遗属等
特殊困难群体生活困难。据悉，
2020年底，工会现有建档城市困
难职工已全部解困脱困。

针对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多样
化需求，各地工会从大处着眼、小
处着手，帮助他们解决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上
海，近 4000家“爱心妈咪小屋”设
立的“妈咪课堂”、文化艺术、技能
提升等课程，成为女职工的精神

“充电站”；在河南，户外劳动者
“爱心驿站”建设被各市列入“一
把手”工程，并纳入年度考核目
标；在陕西，全省11个市（区）组织
线上招聘170场，免费提供就业服

务26万多人次，并开设工会“云课堂——百堂农民工技能提升
微课”，等等。

据悉，2021年，全国工会还将突出抓好职工生活品质的
提高，在推进送温暖常态化，强化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困难
职工帮扶中心）服务功能的同时，推进工会联系引导社会组
织为职工提供专业化服务，培育一批职工群体受益面广、改
善职工生活品质明显的工会品牌服务项目和社会资源。

■工会纪事■ 实现多方互动 服务职工实打实
——2020年省交通集团吴靖分公司工会工作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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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动态■

春节的脚步近了 “娘家人”的温暖到了

春节将至，西安市蓝田县总工会对316名职工进行
了分批慰问，其中包含一线困难职工234人、一线优秀
职工22人、县级劳模60人。 □任静 摄

咸阳市总工会 看望慰问一线民警辅警
本报讯 （张翟西滨） 2 月 7

日，咸阳市总工会对在一线辛勤
工作的民警、辅警送上价值 10万
元的慰问品，真挚表达工会组织

的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该市总工会对公安民警长期

以来坚守一线、忠诚履职、热情服
务群众的工作精神给予充分肯定

和高度赞扬。希望广大民警、辅警
一如既往地发扬艰苦奋斗工作精
神，并嘱咐一线民警、辅警要劳逸
结合，保重身体。

近日，榆林市靖边县总工会召开劳模座谈会，集中慰问
13位困难劳模，发放慰问金5.9万元，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
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 □雪迎风 摄

本报讯 （李怡 王
谨） 春节前夕，陕西省
税务干部学校组织召开
慰问先进模范人物座谈
会，对学校“十三五”期
间涌现出的9名国家级、
省级先进人物和 5 名
2020年度专项突出贡献
者进行表彰。

会上，4名职工代表
先进模范人物和有突出
贡献的教职工作了交流
发言，围绕“致敬劳模、
学习先进”的主题倾吐
心声、展露情怀，让人感
受到一种向上向善、比
学赶超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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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工会举行
导师送春联和春节大礼包发放活动，为寒
假未能回家的学生送上浓浓的祝福。活动

现场5位导师挥毫泼墨，短短几分钟，美好
祝愿跃然纸上，师生纷纷点赞。

□段明 摄

本报讯（孙守雅 辛恒卫）近
日，商洛市镇安县总工会在向全
县 1406名省市劳模、困难职工送
去祝福的同时，2月 4日，县总工会
工作人员深入到定点帮扶的达仁

镇双河村开展慰问活动。这已是
县总工会连续第五年慰问帮扶村。

此次活动为双河村 32 户困
难户、21位农民工、3位留守儿童
分别送去了慰问金，爱心包裹、大

米、面粉、食用油等慰问品，并向他
们送上了“娘家人”的温暖和关怀。

据悉，从 2017 年春节开始，
县总工会每年都会派出慰问组到
帮扶村开展慰问活动。

镇安县总工会 连续五年将“温暖”送到帮扶村

2月7日，安康市总工会对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职
工进行走访慰问，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并送上
慰问品。 □钟昇 摄

2月8日，陕西朱雀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工会和长安区
离退休人员管理所携手，举办“挥毫泼墨献爱心 翰墨飘香送
温暖”2021年义写春联志愿者服务活动。 □张永峰 摄

本报讯（薛涛）近日，商洛市商南县总工会联合县人
社、公安、经贸、住建、司法、水利、自然资源局等执法部门
开展了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联合执法检查。

此次冬季攻坚行动是以招用农民工较多的矿山开采、
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及受疫情影响严重
的行业为重点。商南县总工会采取实地检查，开辟绿色通
道，开通维权热线，宣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开展
常态化“双节”留商农民工送温暖与攻坚行动相结合方式，
不断提高用工企业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自觉性。

通过开展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在全县营造“不能
欠、不敢欠、不想欠”的氛围，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
资，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本报讯（王建辉） 2月5日，中铁一局五公司五届一次
职代会暨第五届工会会员大会在宝鸡召开。该工会要求
广大工会干部要进一步提高素质、更新观念、拓宽思路、转
变作风、改进方法，全力落实 2021年公司工作的总体要求
和生产经营主要指标。

会议强调，要以“强基增效”管理主题活动为契机，围绕
“强基固本补短板，对标一流提质效”作为工作主线，推动企
业高质量发展。要切实将安全生产作为生存之本，将工程
质量作为立身之基；要精准施策，着力加强市场研究分析，
有效拓展企业发展空间；要狠抓技术体系建设，提升创效能
力；要坚定不移推进收尾项目管理，完善机制加大违规违纪
问责力度；要坚持“人才”为先，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中铁一局五公司工会

拓思路转作风促企业发展

让农民工不再“忧薪”

近日，航天四院七四一四厂九届一次会员代表大
会、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图为代表
表决通过《工会工作报告》《大会决议》。 □栗晓攀 摄

商南县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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