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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纵横

日前，中铁十七局集团二公司武汉新
洲项目食堂多了几张“生面孔”。他们不是
项目的人，却在食堂与职工围坐在一起吃
了一天的饭。饭罢，还与职工们三三两两
地交谈着，时不时在本子上记录着。

原来，为提升一线职工用餐质量，该公
司工会将食堂意见征集方式由原来的“短
信式”变为现在的“现场式”，让工会干部下
沉至各项目食堂，与食堂管理员一起“买一
次菜”“算一笔账”，与项目干部职工一起“吃
一餐饭”，近距离了解职工心声、考察食堂管
理情况，手把手协助项目食堂改进饭菜质
量，卡控采购成本。武汉新洲项目就是该方
案的第一个落实点，而出现在项目食堂的

“生面孔”，正是该公司工会工作人员。

“有力的后勤管理是干部职工战斗力
产生的重要保障。抓住了职工们的胃，才
能团结住大伙儿的心。”该公司工会主席张
斌介绍道，“尽管此前也制定了相应的食堂
管理保障方案，但短信征集意见，只有满意
或不满意选项，职工更个性化、更深层次的
需求还是无法采集。在成本管控方面，由
于各项目采购环境不同，餐费标准一概而
论的话也不合理，‘三个一’保障方案正是
解决这些问题的‘良方’。”

“从一年前我来项目到现在，食堂一直
是‘老师傅、老菜谱、老味道’，长期吃很容
易吃腻。”“如果每餐能有餐后水果或者一
道甜菜就好了。”……在考察总结会上，该
公司工会副主席党欣将收集到的职工诉求

一一宣读，并要求食堂给出整改意见。
“离项目部最近的只有一个超市，菜价

普遍比较贵，菜的品种也就那几样，有限的
经费、更高的要求，我们也很难。”面对职工
们提出的诉求，厨师和食堂管理员也是满
腹委屈。经过与食堂管理员一起买菜，工
会干部也发现该情况的确属实。

解决问题还得从食材采购源头抓起，
通过几番实地考察和问询，工会干部发现
项目部周边很多村民自己种菜、开鱼塘，菜
价鱼价不但都低于市场价，而且都很新
鲜。工会干部随后与食堂管理员一起“算
了一笔账”，如果把食材采购点从商超改为
农户家，不仅成本能降低，职工口中的“老
菜谱”也能得到改善。按照新采购模式来

算，餐费每日还能有所结余。“结余的餐费
还可以采购餐后水果或甜点，也可以攒下
来隔段时间举行一次会餐，给大家改善伙
食。”项目食堂管理员金师傅高兴地说道。

“唇齿留香的红烧茄子、外酥里嫩的酱
香烧饼……自‘生面孔们’来过后，近一个
月以来，食堂的饭菜餐餐花样不断，让人胃
口大开。”项目财务部会计白亚玲笑着说，
项目干部群众士气大涨，施工生产取得层
层突破。这不，前几天首榀箱梁刚架设成
功，后脚就又举办了桥梁施工观摩会。

□闫宇海 侯佳冰

她叫饶雪燕，70后。对西安市莲湖区北
关街道龙首原社区这个“年轻”的单位来说，
她算是单位“元老”了，自社区组建就任工会
专干，七年了，工作中有苦也有乐。

“社区初组建时，各项工作要求严、起点
高，大伙儿备感压力。”她说，“工会工作就像
一张白纸，一切从零开始，没有经验、没有参
考，工作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的确，万事开头难！对她这个从没干
过工会工作的专干来说，难度可想而知，况
且她还兼管社区妇联、共青团、低保救助等
业务。

工会工作，她是“摸着石头过河”，边学
习边工作、边工作边学习，在街道总工会的
指导帮助下，渐渐步入状态。

她是个急性子，任何工作都不愿意落在
人后。“每天我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诚惶诚
恐。”她这样说，“在接到‘非公企业工会组
建’‘工资集体协商’‘工会组织和会员信息
实名制采集登记’这些令人头疼的任务时，
我苦思冥想，寝食不安。”

“在工会组建中，很少有一次上门把工

会组建成功的，许多企业都得三番五次地
催促、动员，才同意建会和提交资料；有些
企业根本就不配合，找各种理由搪塞，以
各种借口推脱，拒绝建会，打电话挂断、发
微信不看、去公司找不见，30 多摄氏度的
气温下，一趟趟地跑，磨破嘴、跑断腿，反
复宣传动员，有的被感动就建会了，有的
仍然拒建。在‘八大群体’集中建会方面，
难度也是很大的，因为这些群体很分散、
流动性大，‘据点’不固定，员工文化程度
也不高，对工会不甚了解，联系成立工会
比较困难……”说起工作，她滔滔不绝。看
得出来，有些事让她非常无奈，但脸上的
笑容却一直没有消失，就像她自己说的：

“工作让我痛并快乐着。”
尽管工作中她也吃了苦头，但是效果还

是很明显的，让她收获了成功的喜悦和奋
斗的甘甜。连续七年，她所在的社区工会
工作都走在前列，先后荣获莲湖区“集体
协商优秀单位”、西安市“职工之家”等诸
多荣誉，她个人也连年被评为“优秀工会
工作者”。

“是工会培养了我，是工会锻炼了我，让
我有了丰硕的收获！”她自豪地说。

□孙养利

■在工会工作岗位上■

“工作让我痛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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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我将忠诚党的工运事业，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认
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
群众的基本职责……”近日，深圳宝安区西
乡街道网格综合管理中心工会第二届会员
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新当选工
会主席张艳春面朝工会会徽，右手握拳庄
重宣誓。这是会议特别增加的新任工会主
席宣誓仪式环节，为宝安工会系统首次，反
响热烈。

“在各基层工会换届中，探索试行工会
主席任职宣誓制度，这是宝安区总工会今
年提出并落实的一项创新工作。”宝安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欧瑞志表
示，“让新任工会主席宣誓就职，此举一方
面增强工会主席的责任感，让他们切实履
行职责，认真为职工服务，倾听职工呼声，
反映职工意愿；另一方面增强工会主席的
荣誉感、自豪感，推动工会工作向前发展，
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发挥应有作用。”据了解，西乡街道
网格综合管理中心工会是此项工作的首个

试点，之后将陆续推广到全区所有基层工
会组织中，今年预计举行50场宣誓仪式。

“这份宣誓词寄托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奋斗的目标，让我们能更加深刻认识到加
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性，要做好职工群众信

赖的‘娘家人’。”张艳春说，宣誓词里专门
提到“教育职工提高技能素质”，这是西乡
网格工会工作接下来的重头戏，将针对不
同职工群体需求对接不同的技能培训内
容。“比如为企业管理层开设管理能力及基

层队员凝聚力培训课程，为基层员工开设
文秘、专干、公文写作等技能培训。还将开
设‘工会大学堂’课程、优化‘工会大舞台’
内容、推动‘工会大家庭’建设，让职工获得
感更足、幸福感更强。” □马大为 郭璇

新任工会主席，请庄重宣誓！ ■工会动态■

■竞赛新跑道■

■工会纪事■

“三个一”将职工伙食保障到“胃”
——中铁十七局集团二公司工会服务职工小记

本报讯（胡小进）“大家对年度职工健康体检、食堂饭菜
质量还有啥好的意见？”近日，大唐宝鸡热电厂工会将深化党
史学习教育与“一线工作法”相融合，创新“一站式”服务模式，
对 8个分会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查评访谈，真情倾听职工心
声, 做好职工满意的“娘家人”。

本次季度考评细化了检查版块和评分标准，采取现场问
询、查阅台账资料等灵活形式，从民主管理、指标竞赛、慰问关
爱、班组达标、女工文体及自主活动成效等方面进行“回头
望”，规范痕迹管理，考量工作绩效，开展精准考评。同时，对
新组建的燃料分会和新能源分会进行了业务督导，重在查找
问题不足，当场提出建议限期整改，促进了分会规范化建设，
明确了分会工作目标和努力方向。

大唐宝鸡热电厂工会

深入一线听民声解难题办实事

本报讯（张永峰）近日，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总工会
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郭杜工匠”“工会工作先进
个人”表彰大会，10位“郭杜工匠”、9位“企业工会工作先进个
人”、10位“社区工会工作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表彰会上，职工们表演的大扇舞《南水湖之恋》、陕北民歌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广场舞《站着等你三千年》、歌伴舞《我
和我的祖国》等10个节目异彩纷呈，展示出干部职工的精神风
貌和艺术素养。

随后，与会领导向陕西五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职工王晓
锋等10位“郭杜工匠”和陕西朱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张建儒
等19位“工会工作先进个人”颁奖。希望以此为契机，引领辖区
广大干部职工共同助推企业健康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郭杜街道总工会

表彰“郭杜工匠”和工会工作先进个人

工会主席任职宣誓词共173字（含开头
词），分三部分。首先，明确指出工会工作
的法理基础和基本职责。其次，详细描述
工会主席的使命和目标，即“代表职工参与
民主管理”和“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其
中把“教育职工提高技能素质”等具体举措
充实进去，让实现目标的路径清晰明确。
最后，以“让工会成为职工信得过、靠得住、
离不开的‘娘家人’”结尾，回归工会组织和
工会干部的初心所在。该任职宣誓制度可
算得上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的工会版本。

以任职宣誓仪式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其成效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上得到
充分印证。有鉴于此，任职宣誓词应该成

为每一位工会主席和工会干部的座右铭。
宣誓并非照本宣科，更是要求新任工会主
席在宣读誓词时触动心灵，读出“新”体会、

“新”感悟、“新”认识，在工作中涵泳精神，
在实践中落实思考。

在基层工会组织中推行任职宣誓制
度，是宝安区总工会进一步夯实基础的有
力举措。在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上，宝安区
总工会坚持力量配备和资源服务向基层倾
斜，扩大了覆盖面，增强了代表性。该区有
享誉全国的和平社区源头治理劳资纠纷试
验区，每个街道都建有社区（园区）工联
会。产业工人较为集中的福海街道则有和
平、塘尾和立新湖三家基层工联会，并配以
相当数量的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区内基层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各项制度的落实、企业
工会职工之家建设、基层工联会的维权和
服务工作等，也卓有成效且富有特色。

我们常常谈起“凝心聚力”，这往往指
向职工群众，而忘却了服务他们的工会干
部。任职宣誓制度让工会主席对于工会工
作和工运事业有了崇高感和归属感，有利
于打造出一支凝聚力强、执行力猛的工会
干部队伍。他们的工作动力由内心的信念
驱动。新任工会主席念着宣誓词，字字入
心，每一句都是对“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
务职工”的庄重承诺。 □马大为

■职工之声■

“任职宣誓词”应成为工会主席的座右铭

抓、抖、捺、推、扣、磨、压……
各种制茶技法穿插交错，嫩叶
随 着 炒 茶 手 法 变 换 而“ 跳
跃”……一锅锅茶叶新鲜出
炉，独特的清香扑鼻而来，沁
人心脾，这是安康市“硒茶大师”
手工制茶技能大赛现场的精彩
场景。

为弘扬工匠精神，打造安康
富硒茶品牌，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助推乡村振兴，5月14日，由
安康市总工会、安康市农业农村
局、安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汉滨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安康市首届“硒茶大师”手工制
茶技能大赛在汉滨区流水镇开
赛，来自全市8大产茶县区的54
名“炒茶高手”齐聚一堂，同台切
磋，“亮”出手上绝技，共同展示
手工制茶的风采。

赛场上炒茶锅一字排开，参
赛选手们手掌翻飞，经过选料、
杀青、揉茶、翻炒、理条等多道工
序的逐一进行，再加上复杂的揉
捻、烘干等程序，现场茶香越发
浓郁，一捧捧鲜茗缓缓诞生。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制作装
袋编号后，由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安康学院以及汉滨区、平利
县、紫阳县的茶叶专家组成的评
审团，对选手制作的茶叶从外
形、香气、汤色、滋味、叶底 5个
方面进行评比打分。

据汉滨区蚕茶果技术中心主任陈
恒介绍，安康富硒茶历史悠久，始于西
周，盛于唐宋，名扬古今，也是古丝绸之
路丝茶产品的重要来源地，距今有 3000
多年历史，手工制茶技术代代传承至
今。此次竞赛旨在弘扬我国传统制茶
文化，激发广大茶农的主人翁精神和创
造潜能，建设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
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安康工匠”

队伍，推动安康富硒茶产业更
好更快发展，为安康乡村振兴
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汉滨区绿景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选手刘峰说：“非
常开心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
绩，我的秘诀就是通过辨别颜
色、香气等细微差别，来控制
火候和翻炒，从而做出色、香、
味各异的茶叶，并最大程度保
留茶叶的原汁原味。通过这
次参赛，可以和兄弟县区的制
茶高手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未来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手工
制茶水平。”

安康富硒茶是中国地理标
志产品，汉滨区是中国最北方
的生态茶区，同时也是全国最
大的天然富硒区。“十三五”期
间，汉滨大力推广“陕茶一号”
茶树新品种，重抓重推茶产
业。根据《汉滨区茶产业“十四
五”发展规划》，汉滨区将以基
地、品牌、科技、文旅 4大建设
为重点，以推进种植区域化、基
地规模化、生产标准化、产品品
牌化、茶文旅融合化为主线，把
茶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生态
汉滨、文旅名区建设等有机融
合起来。目前，汉滨区茶园种
植面积稳步发展至20.13万亩，
实现综合产值 15.6亿元，跻身

陕西茶产业大区行列，全区已建成茶叶
园区46个，茶叶企业累计获得中、省、市
茶叶参评奖项99项，茶产业已成为部分
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汉滨绿茶”“汉
滨红茶”纳入农业农村部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

□张承喜 刘杨 罗妍

本报讯（马菁芸）近日，咸阳市武
功县、三原县、兴平市、旬邑县、长武
县、永寿县、彬州市、淳化县、乾县、礼
泉县、秦都区 11个市区县总工会完成
换届选举。

该市总工会针对全市各市区县工
会已届满的实际情况，自 4月中下旬以
来，全面安排部署做好换届工作。期
间，强化组织领导，确保选举有序推
进。在换届工作推进会上，听取了各市
区县工会换届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

困难，明确完成时限和措施。实行党组
成员市区县工会换届工作分包责任制，
分片开展业务指导。规范选举程序，确
保选举合法有效。按照《工会法》《中国
工会章程》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地
方工会召开代表大会及组成工会委员
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的若干规定》要求，
严格标准程序、严肃纪律要求。对选举
程序、选举办法、会议议程等材料，明确
专人及时解答，确保工会换届选举工作
顺利进行。

近期，中国兵器光电集团光电股份公司工会举办了“我与
劳模工匠面对面”对话交流活动。部分部门单位负责人、科技
技能骨干、近3年新入职职工等100余人聆听了劳模工匠的成
长经历，从他们身上感受榜样的力量。 □王蓓 摄

5月13日，由榆林市靖边县总工会、靖边县教体局联合举
办的教职工“迎建党百年 展教体风采”篮球赛开幕，来自全县
的14支代表队近200名教职工参加了比赛。 □雪迎风 摄

咸阳市区县总工会

全面完成换届选举工作

日前，商洛市商州区总工会举办了“学
党史、办实事、比技能、立新功”技能大赛。
本次竞赛活动包括党史知识、安全生产知

识、秦岭生态保护知识和食用菌生产管理知
识竞赛、菌菇接种技能竞赛等。图为采装技
能竞赛现场。 □刘亚宏 摄

5月13日，西安市雁塔区总工会在红专南路社区文史馆开展
了党员劳模讲党史活动，邀请陕西省劳动模范——雁塔区红专南
路社区书记闫中华为大家讲述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来自8个
街道2个园区的党员代表、工会干部、职工代表、社区群众等50余
人参加了学习活动。图为参观社区文史馆。 □孟锦 摄

本报讯（刘锦锋）日前，陕西省交口抽渭灌溉中心工会举
办以“百年圆梦 幸福启航”为主题的“书香交口”读书分享会。

来自该中心11个分会的16名分享者，怀着对党的无比热
爱和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声情并茂地
分享了《中国共产党简史》《红岩》《长征》《青春不负梦想》等16
本书籍的读书体会，热情讴歌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和丰功伟
绩，弘扬了大无畏革命精神，交流了灌区水利人的读书感悟,并
向伟大的党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省交口抽渭灌溉中心工会

举办“书香交口”读书分享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