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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智慧力量贡献智慧力量 体现价值担当体现价值担当

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
“‘两条例’解答了职工心中的许多疑惑，

对解决职工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有很大帮
助。”说起学习使用“两条例”（《陕西省企业民
主管理条例》《陕西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
例》）的体会，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工会质监分会工会小组长张西阳感慨道。

当前，“三新”经济领域发展迅速，依托互
联网等平台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
幅增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
和民主权利保障面临落地难题。为推动问
题解决，陕西省总工会多点发力，在近期全
面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入会行动、

“工会进万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
服务月等活动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了以平台
企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重点的“学用‘两
条例’，构建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主题活
动，进一步畅通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集体协
商的渠道。活动共吸引 10万余人参加，产生
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以加强宣传为突破
解决“我有什么权益”的问题

活动期间，全省各级工会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平台优势，通过各类媒体、载体广泛开展
宣传，将“两条例”送到职工身边，通过线下学
习增强职工的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让广
大职工了解到：可以通过集体协商与企业就
劳动安全、工资报酬、休息休假等进行平等协
商，可以通过职代会企业民主管理这一基本形
式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

以夯实责任为突破
解决“我可以依靠谁”的问题

活动中，全省各级工会干部亮明服务职工
的“娘家人”身份，指导服务广大职工参与网络
答题活动、抽取活动奖品，同时让广大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也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增进对

工会的好感度、亲近度、认可度，把工会当成
自己可依靠的“娘家”，把工会干部当作自己
的知心人。西安市碑林区总工会结合“工会
进万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暨“环
卫工关爱季”系列活动，发放“两条例”宣传
册，为外卖送餐员、快递员、环卫工提供免费
法律服务，打通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最
后一公里”。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工
会深入一线，动员全体职工采取个人答题、竞
赛答题、小组答题等形式学习研讨，拉近了职
工与职工之间、职工与工会之间的距离，形成
促进职企共谋发展的合力。

以明确途径为突破
解决“我怎么保护好自己”的问题

活动过程中，要求各级工会畅通广大职工
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渠道，着重
引导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理合法开展维权活
动。同时，活动面向各类调解组织、法律援
助机构等社会组织开展，鼓励各类专业化社
会组织为广大职工提供更加便捷、优质高效
的服务，帮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护合法权
益，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知道该怎么行使自
己的权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增强了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主动维权的积极性。西安市总工
会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新就业形态群体
维权服务和建会入会相互促进，要求区域内
各级工会主动出击、深入调研、摸清情况、把握
规律，积极探索新思路新办法，不断提高组织
职工、服务职工的能力和水平。

“下一步，我们将以‘三到三看三破’为抓
手，鼓励全省各级工会到基层一线去、到企
业中去、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边去，看有
无建立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制度、看
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作用发挥、看新
矛盾新问题如何通过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
协商解决，逐步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民
主权利保障和合法权益维护难题、破解综
合服务能力提升存在的短板问题，破解新
就业形态职企和谐双赢难题。”省总工会党组
成员、副主席赵霞说。 （李根）

学用“两条例”奏响“和谐曲”

连日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
咸阳市广大职工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
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
神，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当好主力军、争作
新贡献。

全国劳模、武功县大庄镇后稷新田
园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仙会说，作
为一名农业战线上的全国劳模，将带头
学习、宣讲全会精神，带领更多农村富余
劳动力就业创业。

省劳模、2021 年“三秦工匠”获得者、
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二分厂纺部车间
细纱工序挡车工侯晓雯表示，作为一名
党员和新时代“梦桃精神”传人，将把学
习全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对赵梦桃
小组亲切勉励相结合，躬身践行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梦桃精神，把
工作当成事业干。

市劳模、中国石油长庆石化公司赵武
戍劳模创新工作室负责人、运行一部运行

一班班长赵武戍表示，将发挥好名师带徒
作用，积极研发“五小”创新成果，努力解决
技术难题，争做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
新、敢担当讲奉献的新时期产业工人。

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会主席梁芳表示，
要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以一丝不苟的
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标准，笃行
实干，再创佳绩。

省工人先锋号、陕西天成航材精密长
材厂机修班员工表示，作为新时代的新生
力量，要甘于奉献，创一流工作、一流业
绩、一流团队，助力咸阳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让工人先锋号旗帜在生产一线高高
飘扬。

市“梦桃式班组”、隆基乐叶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质量部二车间A班员工表示，要
学习好、领会好全会精神，不断研发出行
业新技术新成果，为绿色中国碳达峰、碳
中和早日达成积极努力工作。 （鲜惠轩）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当好主力军
——咸阳广大职工热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燕长轩）11月22日，从延长石油
传来好消息：截至 11月 18日，该公司全年累
计生产原油 1000.87万吨，连续 15年原油生
产突破1000万吨，实现“十五连稳”。

据了解，延长石油抢抓经济复苏和油价
回升契机，充分发挥勘、采、炼、销等全产业
链优势，强化产销联动，全线组织放量生
产。所属油田公司围绕“少打井、多出油、提

高采收率”目标，按照“效益优先、分类治理，
梯次推进、整体提升”的思路，进一步加快
综合调整治理，加大稳油控水、精细分层注
水等适用技术攻关，不断夯实稳产基础。
同时，强化日跟踪、周例会、月总结等监督
措施，抓安全、抢生产、保增长。今年 9 月
至 10月，陕北地区遭遇 4轮强降雨，造成油
田生产道路、电力、井场、管线等部分基础

设施严重损毁，40%的油井被迫停产。延长
石油集团及所属油田公司针对突发灾情，第
一时间召开抢险现场会，安排部署抢险工
作，先后动用人员 4万人次、机械车辆 6000
余台。延长石油 10 月当月生产原油 91.23
万吨，同比增加 0.82万吨。今年前 10个月，
延长石油原油生产实现“月月主动、季季超
产”，整体经营水平为近三年同期最好。

“十五连稳”！延长石油原油产量再破千万吨

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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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雨萍 葛迪）连日来，杨凌示范
区总工会想方设法夯实工会报刊订阅工作。

杨凌示范区总工会出资向全区 17个示范
区级劳动模范、5个示范区总工会命名的“梦
桃式班组”、10 个历年来受到工会组织资助
的“精准助学”对象（含已就业学生）、3个省

级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5个省级以上“职
工书屋”、多个便利型职工阅读站点（包括
示范区管委会驻北京办事处）、4 个省级“母
婴关爱室示范点”、33 个“工会爱心驿站”、
高铁站、火车站、汽车站、行政服务大厅、慈
善协会、2021年新成立的工会组织尤其是八

大群体中建立的工会组织赠阅工会报刊。
同时，要求各级工会组织保证每一个职工
（劳模）创新工作室、职工之家、职工书屋、
阅览室、阅报栏、文化活动室都要订阅工会

“两报一刊”，将扩大工会报刊的覆盖面作
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杨凌示范区总工会出资为劳模等赠阅工会报刊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11月 22日，省总工
会与全国总工会驻陕蹲点组召开座谈会。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出席
并讲话。全国总工会驻陕蹲点组组长、全国
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副部长姜文良，省
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王瑞峰，省总
工会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吴志毅，西安市
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军等出
席。省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委主任刘伟主
持会议。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发言。

郭大为指出，按照全国总工会的统一部
署，全国总工会驻陕蹲点组自 5月到陕以来，
深入基层调研，务实高效工作，积极解决工
作重点难点问题，精心指导我省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等
工作，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好思想、好点子、好

办法，要总结好、运用好、落实好全国总工会
蹲点工作取得的经验和成果，推动全省工会
工作取得新突破、新成效。

郭大为强调，让产业工人得实惠，让工会
组织长力量是产改工作的目的。要从讲政治
的高度认识做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
的重要性，围绕重点难点问题，采取有力措施
推动产改任务落地生根。要主动作为，借助
已有力量，先用心再用力，加强全省开发区、
工业园区工会组织建设，一级抓一级、一级对
一级负责，选好配强基层工会班子和工会主
席，把工会组织建设这盘棋下实，为奋力谱写
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工会力量。

姜文良表示，陕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和全国总工会来陕蹲
点工作，陕西的产改工作站位高、动作快、成

效大，在普遍推进和覆盖企业等方面为全国
创造了经验，涌现出了陕西法士特集团、陕
北矿业柠条塔公司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产改典
型，选树“三秦工匠”制度体系、推动新业态
八大群体入会等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希望
陕西工会再接再厉，乘势而上，创造更多的工
作佳绩。

王瑞峰表示，全省各级工会要学习全国
总工会蹲点组眼睛向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
的好作风，紧紧围绕全国总工会安排部署的
重点工作，扎实做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等重点工
作。要做好蹲点工作总结和调研成果的转
化落地，建立基层蹲点工作常态化机制。

省总工会与全国总工会
驻陕蹲点组座谈交流

郭大为出席并讲话

——省总工会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驾护航

兰州新区近日聘任了10名来自新区多个
行业、领域的人士作为“营商环境体验官”。这
些“体验官”将以实境式、暗访式、沉浸式等体
验方式，对兰州新区在市场主体保护、市场环
境、监管执法、法治保障等方面进行监督。

“体验官”是公益性义务工作，无劳动报
酬，但他们能发挥的作用可不小。近些年来，
各地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想出了不少好招。
兰州新区的“体验官”就是要聚焦项目审批、

纳税申报、资格认证、办理证照、缴纳社保、申
领补贴等多个政务服务事项，充分发挥不同
行业的专业优势，为企业、群众高效便捷办事
提出意见建议。

“遇事没人管”“好事管不好”“有事没处
说”，依然是不少地方营商环境中较为突出的
问题。有的客商在招商引资时被奉为座上
宾，项目落地后却无人问津；有的地方在推出
优惠政策时做足了口头承诺，等到兑现时却
推诿扯皮……至于日常办事中遇上服务态度
不好、办事效率不高、办事环节繁琐等，更是
不少企业和群众碰到的普遍问题。企业和群
众虽然对此感到头疼，但很多时候诉苦无
门。“营商环境体验官”能否破解“没人管”“管

不好”“无处说”的问题？从兰州新区聘任这
些“体验官”的初衷看，是值得期待的。

发现问题、收集问题、反映问题，并提出
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这是“体验官”们的主
要职责。从来源构成看，这些“体验官”有机
关干部、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银行从业者、
媒体工作者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既可以从日常本职工作的接触范围内了解群
众呼声，也能从“实境式”“暗访式”“沉浸式”体
验中发现问题。

“体验官”虽然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解决
营商环境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但这种对办事流
程零距离、亲历式的体验机制，本身就是探索和
创新，将有效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 （李琛奇）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营商环境体验官”成效值得期待

11月20日，安康市白河县双丰镇
村 民 就 近 在 一 家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务
工。当地政府出台系列金融扶持政
策，鼓励返乡人员创办企业，让大批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近年来，白河县在全县村党群服
务中心建立“乡村金融超市”，设立便
民服务窗口，由所在村党支部书记担
任“金融协理员”，推出了“返乡创业
贷”“乡土人才贷”“龙头企业贷”等特
色信贷产品，促进群众金融需求和供
给精准对接，助力乡村振兴。 陶明 摄

““金融超市金融超市””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