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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纵横

群众的实事怎么办？作为广大职工
的“娘家人”，安康市总工会给出了答案。
今年 5月，该市所属的旬阳市出现 7例职
工互助保障大额理赔，安康市总工会第一
时间将 11.6万元理赔金送到 7名患病职工
及家属手中。这样的好事实事，他们办了
不少。

据统计，截至 2021年 9月，全市职工互
助保障理赔金额达690万元，受益职工总计
4731人次。

“千万市”与“百万县”双突破

据安康市总工会二级调研员尹继红介
绍，该市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已开展多年，全
市现有职工 35万余人，2015年参保 75115
人 ，2020 年 增 长 至 144514 人 ，参 保 率
41.29%，人次占比远高于全省21%的比例。

2020年，安康参保职工覆盖面达 14.45
万余人次，会费完成1008万元，实现了“千万

市”和“百万县”的双突破，始终保持在全省第
一方阵。为患病职工发放互助理赔金800万
余元，受益职工5525人次，真正实现了“救助
一个、温暖一家，一家受益、温暖一片”。

在今年的党史学习教育中，安康市总
工会将参加互助保障活动作为“我为群众
办实事”的一项重要举措，先后深入汉滨
区、旬阳市、石泉县、紫阳县、高新区及市直
10部门，为患大病的40余名职工送去13.87
万元互助保障理赔金，及时把党和政府的
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传递给患者。

民生实事要办到老百姓心坎上

“无病时我帮人，有病时人帮我。”这是
安康市人民医院工会主席屈铭芳对职工互
助保障的理解。近年来，医院先后为在职
职工办理了住院+意外保障、重大疾病和女
职工特殊疾病保障，参保率100%。“虽然理赔
金额只是支出金额的一半，但我认为，全院职
工能够身心健康，不生病、不出险，就是最小
的成本，也是最大的收益。”屈铭芳说。

2021年3月5日，是让安康市总工会代

办处工作人员印象深刻的一天。这天上
午，代办处收到两面鲜红的锦旗，上面写着

“互助保障解民忧 凝聚真情暖职工”“情系
职工娘家人 扶危济困暖人心”。原来这是
汉滨区总工会一行人，在向安康市总工会
表达感激之情。身故职工许兴华、杨俊生
前分别为区司法局、区海事局驻村扶贫干
部，长期奋战在联村帮扶脱贫攻坚一线。
2019年秋，两人先后因病去世。市、区总工
会及时向省办事处汇报并与出险单位取得
联系，按政策规定从快办理手续，为两名身
故职工家属分别送去意外互助金各3万元。

民生实事就要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两面锦旗，不仅是对安康代办处工作的充分
肯定，更体现了“往职工中走，往心里做，往
实处落”的有力举措和过硬作风。

聚小钱办大事，用真心办实事

开展职工医疗互助，缓解职工看病贵问
题，在安康这个欠发达地区显得尤为可贵。

安康市总工会副主席王晓春说：“从国
家制度政策层面、从工会职责所在、从职工

现实需要三个维度来考虑，都要求必须不
断加大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工作力度，以职
工最忧虑最困难的实际问题为重点，解除
好他们的后顾之忧。”

为让更多职工参与和受益，安康市总
工会扎实做好“抓服务、树品牌、防风险、促
发展”各项工作，力争实现“全覆盖”目标，
不断搭建完善由市、县和单位工会构成的
职工互助保障工作网络，形成上下联动、齐
抓共管、协调一致的大格局。

各县（市、区）的步伐也明显加快。汉
滨区职工互助保障工作连续 11年荣获全
省表彰；旬阳市把职工互助保障作为抵御
疾病风险的“第三道防线”，成为工会开展
帮扶的一个亮丽品牌；曾获得中国职工保
险互助会表彰的白河县总工会，将其作为

“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
的重要抓手。

王晓春表示，安康市总工会还将进一
步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把职工互助
保障工作打造成继“送温暖工程”后的又一
个闪亮品牌，成为工会组织履行职能的一
项特色工程。 □谭西

■工会纪事■

■工会动态■

↓↓

11月 26日，久违的阳光温暖
着大地和人们的笑脸。由汉中市
公路局主办、局工会承办的“建好
职工之家 烹启美好生活”第二届
职工食堂烹饪技能大赛在局机关
大院拉开帷幕，来自 16个基层单
位的 48名参赛选手各展绝技，用
锅碗瓢盆烹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和
对生活的热爱及温度。

下午 13时，随着指挥员一声
令下，往日安静的机关大院一下
热闹起来了，选手们你切菜、我
点火，“刀光火影”和人们的欢笑
声把冬日的萧瑟和寒冷驱赶得
无影无踪。经过 4个多小时的激
烈角逐，留坝公路段代表队一路
过关斩将，夺得了第二届职工食
堂烹饪技能大赛团体一等奖的
桂冠。

汉中市公路局负责人介绍
说，汉中市公路局管辖的干线公
路战线长、人员多，道班多在偏远
山区，工作任务繁重。对此，汉中
市公路局始终把提高基层单位后
勤人员的烹饪水平和改善职工生
活质量放在首位，采取多种形式

对伙管人员进行培训，不定期开
展学习交流活动，既提高了技能，
又活跃了职工的生活，经常性的
烹饪技能大赛也就应用而生。

此次大赛紧紧围绕“建好职
工之家 烹启美好生活”这一主
题，彰显出汉中市公路局“职工至
上、服务至上”的核心价值。为了
组织好这项职工们喜闻乐见的烹
饪技能大赛，市公路局成立了场
地布置、分数统计、礼仪服务等多
个工作小组，工作人员克服了重
重困难，认真策划、精心部署、加
班加点，制定出详尽的活动方案，
既明确分工又全力配合。

同时，本次烹饪技能竞赛活
动一改往日单一的比赛形式，将
活动拓展为全局性的爱国卫生运
动健康知识讲座及烹饪理论培
训、烹饪技能大赛两大模块。

在竞赛现场，笔者看到，16支
队伍分为两轮进行比赛，每支队
伍由1名主厨、2名副厨分工合作，
要求在 2小时内完成 6道菜品，其
中包括土豆丝、青椒肉丝2道规定
菜品和 4道自选创意菜品。烹饪

过程中，各位厨师动作娴熟、技艺
精湛，无论是刀工、还是最后的摆
盘上菜，都无一不展现出职工烹
饪技能的高超。随着时间的推
移，毫不起眼的普通食材变成了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品。

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大
赛还邀请了 4名专业评委和 8名
大众评委组成评审团，要求从刀
工、口感、色泽、造型、营养搭配等
方面综合对菜品进行现场评定和
打分。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由留
坝公路段代表队的杨利军、张柳、
袁伟凭借手打洋芋糍粑、松鼠鳜
鱼、老母鸡汤等菜品斩获一等
奖。其他参赛队的宝塔扣肉、略
阳罐罐茶、咸蛋黄焗虾、案板肉等
特色菜品纷纷征服了评委们的味
蕾，最终评选出最佳菜品烹饪奖、
最佳烹饪创新奖若干。

精彩纷呈的赛况是行业文
化风采和职工精神面貌的展
示，赛出了汉中公路人朴实无
华的品格，赛出了“温馨职工之
家”的味道，赛出了精益求精的工
匠风采。 □徐立生 邓晓

——汉中市公路局职工食堂烹饪技能大赛速记

“只要你有责任心，能吃苦
耐劳，就可以加入我们。”西安美
团配送线下运营中心负责人沙
超正为直播间的观众介绍工作
岗位要求。

11月26日，陕西省总工会“工
会进万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
暖行”招聘服务月活动走进西安
美团配送线下运营中心和圆通速
递西北物流中心，以直播的形式
展示企业形象以及外卖员和快递
员等用工职位，求职者可以在线
投递自己中意的岗位。

“工资一个月多少钱？”“工作
地点在哪里？”“工作环境怎么
样？”……面对直播间观众的不停
询问，沙超耐心地解答着每一个
问题。“目前，外卖骑手的月平均
收入达到了4950.8元。”沙超说，平
均送一个订单可以赚6-8元，每天
多跑单子，收入就越高。

“我们主要负责快递仓库日
常快件的拣选、复核、装车及发运
工作。”在圆通速递西北物流中心
快递分拣区，班组长王龙向直播
间观众讲解着日常的工作内容。

本次直播送岗位，提供了外
卖员、快递员、拆包员、装车卸车
员、分拣员、扫描员、供件员、封包
员等 8个岗位，可满足 400多人的
求职需求。

“工会组织真赞！”“感谢‘娘
家人’惦记着我们，给我们温暖和
关怀。”……直播间里的观众纷纷
留言。

“希望通过直播招聘方式，帮
助更多人实现就业。”陕西职工帮
扶服务中心副主任杜佳鹏说。

□实习记者 李旭东

工会搭平台 直播送岗位

11月27日，由榆林市靖边县总工会、
县教育和体育局联合举办的职教中心专
业课教师技能大赛在县职业教育中心实
训室落下帷幕。此次比赛，按照车加工技

术、电气安装与维修、护理技能等21个专
业分类进行。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魏婷等
4人获得一等奖。

□雪迎风 摄

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

日前，陕西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决定，将
在系统内命名20个创新工作室，并给予最
高5万元支持，用于创新工作室的建设、运行
和领衔人及成员的奖励等。对于这一产业
工会的务实之举，笔者不但要点赞，更期望
能让小小“工作室”释放出创新大“能量”。

支持创新工作室建设，是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生动实践；
是提高职工职业道德、创新能力和技术技
能素质的重要举措；是发现和解决急、难、
险、重等技术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团结和动
员职工积极投身群众性创新实践，加快形
成人人敢创新、人人会创新、人人善创新良
好局面的好办法。

支持创新工作室建设，于企业，它是实
现技术创新“抱团取暖”的好路径，能为高
质量发展奠定雄厚技术支撑；于职工，它是
思想和技术交流的平台，更容易碰撞出创
新的“火花”；于工会，它是检验服务质量的
试金石，是竭诚履行主责主业、服务企业职
工的务实举措。

支持创新工作室建设，就是要打造一
支创新型团队。首先要选好领衔人，以一
名在业务技术方面有专长，且具备管理经
验和创新能力的劳动模范为领军人物，组
成创新团队。其次，工作室要有相对固定
的活动场所、必要工作经费、基础设施设
备，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明确技术攻关课
题和创新目标。再次，要积极发挥“传帮
带”作用，定期开展技术培训、业务交流、高
师带徒等创新活动，着力培养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的职工，增强核心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民族的荣誉，不
仅反映在经济实力上，而且反映在社会进
步、人文素质、科技水平、文化底蕴和道德
力量上。教科文卫体产业是国家治理的“骨骼”和“神经”，
它是强基固本的源动力和“压舱石”，在强根本、促发展、保
稳定、惠民生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教科文卫体各级工会组织要积极发挥优势，在创新工
作室创建中，既要成为设计者又要做好服务者，主动转换
身份，做好后期的统筹协调、服务保障、宣传指导等工作，
让创新工作室转起来、活起来、干起来，真正释放出创新大

“能量”。 □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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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正需要，我恰好在
——安康市总工会开展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小记

日前，来自宝石花长庆医院、陕汽控股、陕西万方的84
名嘉宾参加了“缘聚青春 爱在陕汽”青年联谊交友活动。
现场成功牵手3对，互留联系方式10对。 □罗灵生 摄

11月26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车
辆段工会、团委联合临潼妇幼保健医院，组织开展“西铁
佳缘 缘来是你”青年联谊交友活动，45 名单身青年参
加，6对牵手成功。 □孟玺 摄

11月27日晚，夜幕下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校区会议中心灯火
通明，其乐融融。校工会正在这里举行一场书香浓郁的家庭读书分
享会，12个家庭以读书笔记、朗诵、问答等形式侃侃而谈，分享读书
成果。 □段明 摄

关注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 11月26日，西安市碑林区
总工会组织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交通安全宣讲和参
观学习活动。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快递员代表以及
工会党员干部20余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邀请了西安市劳动模范、交警碑林大队三级警
长严凤佳，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进行了交通安全法规宣
讲。该区总工会党员干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介绍了
工会阵地建设以及服务项目等情况。

交通知识宣讲助“小哥”安全出行
碑林区总工会

慰问315名快递员等劳动者
本报讯（张媛媛）近日，西安市阎良区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慰问了全区部分外卖员、货运司机、快递员等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这是该区总工会开展“工会进万家·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的一个缩影。

慰问人员先后来到德邦物流、骏达渣土清运、人人
乐商品配销等公司，与快递员、货车司机等人亲切交流，
勉励他们继续发扬爱岗敬业、尽职尽责的良好职业道
德，嘱咐他们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并
为他们赠送了保暖围巾、水杯、手套、毛巾等贴心用品。
截至目前，已为全区315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赠送了价
值3万余元的慰问品。

阎良区总工会

洋县外卖配送员工会联合会成立
本报讯（张路茜 黄岩） 11月26日，汉中市洋县外

卖配送员工会联合会揭牌仪式在洋县“饿了么”配送点
举行，该县100余名“外卖小哥”迎来了自己的“娘家”。

今年上半年, 洋县总工会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街道、社区、企业调研，
瞄准本县外卖配送行业，积极多方协调，深入实地指
导，在入会方式、组织形式、服务保障等方面积极探索
实践。通过在建立洋县外卖配送员协会的基础上，按
程序组建了洋县外卖配送员工会联合会，努力把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广泛吸纳到工会组织中来。外卖配送员
入会后，将享受来自工会“娘家人”的法律援助、技能
培训、普惠互助等方面的贴心服务。

举办“工会进万家”货车司机培训会
本报讯（张永峰）日前，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总

工会举办“工会进万家·郭杜街道货车司机工会健康教
育培训会”，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暖心服务。

活动邀请健康教育专业授课讲师从紧急救护知识
讲解、常态化防疫知识、职业健康及慢性病预防等三个
方面，为货车司机举办了一场精彩的健康知识培训，让
健康理念深入他们心中。同时，为参加培训的工会会
员，每人赠送一个装有一次性医用口罩、免洗手液、84
消毒液、创可贴、75度酒精消毒液的“健康礼包”，增强
会员的卫生防护意识，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长安区郭杜街道总工会

本报讯（辛恒卫）近期，陕西佑泰保安有限公司工会
与商洛市镇安县供电公司工会在镇安县总工会的对接指
导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模范职工之家“结对共建”活动。

镇安县总工会通过模范职工之家“结对共建”活动，推
动非公有制企业规范建会、规范建家，提升基层工会干部
履职能力，促进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下一步，
该县总工会将努力实现结对一组、提升一批、激活一片的
效果，推动基层工会工作水平总体提升。

镇安县总工会

“结对共建”助力建会建家规范化

本报讯（王宝清）近日，汉中市勉县总工会出资 3万
元，为 271名环卫工人每人赠送一份在职职工重大疾病和
住院津贴综合互助保障保险。

该保障期限为一年，获赠保险的环卫工人一旦出险，
可向县总工会申请互助金。其中，确诊重大疾病可一次性
领取10000元互助金；在二级以上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单次
最高可领取4500元住院津贴。

勉县总工会

为271名环卫工赠送职工互助保险

工会搭桥 缘聚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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