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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运纵横

1月21日，安康市总工会举行2022年“工会送温暖 情暖职工心”慰问活动启动仪式，并现场送
出“温暖大礼包”。据悉，此次活动全市各级工会筹措慰问资金300万元。 □赵漪湉 摄

“您好，是灞桥区总工会吗？我是
在东郊打工的，被困在这儿了！”

“什么情况？您慢慢说！”
“我是从商洛来西安打工的，上个

月干活时脚受伤了，还做了手术，因为
疫情又被封在城中村里了，在床上躺着
不能动，没人照顾，也回不了老家，现在
生活很困难……”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月 7日，西安市灞桥区总工会职

工服务中心接到邝师傅的求助电话。
一场爱心接力赛由此起步。

工会干部一马当先

放下电话，区总工会干部林静一行
就火速赶往邝师傅所在的城中村，穿过
狭窄的楼梯，他们来到顶楼一间冰冷而
简陋的小屋内。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
子蜷缩在被褥里，家徒四壁，寒冷凄
清。床边的木凳上，半碗早已凉透的剩
饭诉说着悲凉与窘迫。这一幕，让林静
和同事们不由得打起了冷颤。她们即
刻返回单位，买棉衣，买被子，又到商场
买了牛奶和生活用品，用最快的速度送
来，并联系到了房东，委托他帮忙照顾
邝师傅。

原来，邝师傅一个月前在物流园搬
货时，脚踝被砸成粉碎性骨折，手术后
一个多月伤口怎么也不见愈合，只能忍
痛卧床，苦苦忍受。

劳动模范救治病患

想到西安市劳动模范、十里铺骨科
医院院长吴院学是这方面的专家，林静
立刻打电话请教、咨询。20分钟后，吴
院学气喘吁吁地赶到了邝师傅的小屋。

吴院长仔细查看了病情，发现邝师
傅的伤口处已经感染。

他一边安慰邝师傅，一边认真地处
理伤口：“不要担心，你按时吃药，很快

就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他又赶往邝师傅住所，“我

给你带了一些活血的药，你按时吃，能
够促进伤口愈合。你也要适当活动活
动，防止下肢血栓。”说话间，吴院长就
指导起邝师傅进行康复训练了。

三九天，冻破砖。时值隆冬，天寒
地冻，这间小屋里却涌动着浓浓春意，阵
阵暖流。经过十几天的治疗休养，在工
会干部、吴院长和房东的悉心照料下，邝
师傅的伤口渐渐愈合了，体力已经逐渐
恢复，他可以拄着拐杖下地行走了。

工会主席急人所难

临近春节，区总工会领导干部再次
来到邝师傅的小屋，看到他身体渐好，
精神状态也不错，大家都感到很欣慰。
可邝师傅却泪眼婆娑：“我做梦都想回
家！老乡们都能回去过年，我却困在这
里动不了。唉！”

回家——在平常不是个难事儿，但
对此时的邝师傅来说，却比登天还难。
要说人间喜乐事，最是过年团圆时。工
会主席在了解情况后果断拍板，当场决
定安排车辆专程送邝师傅回家。

同为商洛人的区人大干部闫涛听说
之后，主动请缨送邝师傅回家。眼瞅着
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怕路远地滑，工会
司机贺为龙也申请一同前往，两人组成

“志愿小分队”，接过了爱心接力棒。

志愿服务“功德圆满”

1月20日，工会干部积极联系当地
政府，咨询返乡政策，为邝师傅办理了
离市证明。

下午两点，车出灞桥，开往商洛。经
过3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在西安打工半
年之久的邝师傅终于和家人团聚了。

那一刻，邝师傅笑了，笑得如此
酣畅。 □贺扬

邝师傅笑了

本报讯（王晨曦） 日前，商洛市
总工会、市劳模协会通过西安市总工
会将 10.75吨挂面送到西安建工集团、
西安市物流行业工会联合会、城北公
园管护中心等 7个单位的 3000余名农
民工手中。

据悉，商洛市总工会悉心筛选后，

联系了山阳县银花镇百年手工挂面产
业园，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全体员工
加班加点，生产出 10.75吨挂面。得知
此次爱心活动后，商洛市邮政管理局、
中国邮政商洛分公司主动与商洛市总
工会联系，免费提供爱心挂面运输服
务，确保挂面及时安全送达。

十余吨挂面送给3000多农民工

商洛市总工会 市劳模协会

——省电信工会牵头成立“非合同制员工帮困互助会”

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我为群众办实事

2021年12月以来，西安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西安市总工会机关干部
下沉社区，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一同
构筑起群防群治的铜墙铁壁。

截至目前，市总工会机关58名党
员干部，已在全市 36个社区、44个居
民小区连续奋战了20多个日夜，值守
检测、人员排查、环境消杀……哪里
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哪里
最艰苦，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迎难而上 勇敢担起来

冬日的西安，气温已是零下。下
沉干部们常常协助核酸检测到凌
晨，等工作结束，早已浑身冰凉，手
脚僵硬。

2021年 12月 25日，西安飘起鹅
毛大雪，寒风阵阵，这让户外核酸采

样工作变得愈发艰难。缺少帐篷、
消毒用品不足、吃饭困难等难题也
接踵而至。但没人叫苦叫累，更没
人退缩。宣教部干部陈云飞主动申
请下沉到无物业、无保安、无门房的

“三无”小区，一人承担起物业、保安
和社区工作者三个角色，在小区门
口搭建疫情防控检查点，并积极发
动群众一起参与抗疫；95 后基层部
干部苏静，因工作至深夜受凉感冒，
休息两日稍有好转便又回到一线；
刚到工会的转业干部刘森，主动组
建了一支志愿者队伍，帮社区孕妇、
独居老人等困难群众及时解决生活
难题。

面对严峻疫情和寒冷天气的双
重考验，下沉干部们向组织交上了一
份优秀的答卷！

帮难解困 积极融进去

“亚男，今天还得麻烦你，核酸检
测采样的人手实在是不够！”孙亚男

又一次接到了社区主任的电话。学
医出身的办公室干部孙亚男，在得知
社区医务人员短缺的情况后，主动加
入到核酸采样队伍中。忙完核酸检
测后，这位工会“大白”又匆匆赶去下
沉小区维护秩序。

农工委干部陈晓艳在接到一名
群众的就医求助电话后，立即向所在
社区反映，并积极与防疫部门联系对
接，用最短的时间履行完报备手续，
将病人顺利送到医院。

“谢谢！谢谢！”短短几个字，就
是群众对下沉干部最大的肯定。

勇于创新 主动干起来

“下沉社区这么多天，我也没有
很好的方法，就是想着把自己能琢磨
出来的所有好办法，都用在为群众服
务上。”基层部干部曹金合说。

作为市总工会机关第一批下沉
干部，曹金合先后参与到临潼开发区
桃苑北区和名仕公馆小区的疫情防

控工作。除了做好核酸标本转运、门
岗执勤等工作，他还为小区患有重
病、行动不便的居民以及独居老人上
门服务，在细心关怀中践行工会干部的
初心使命。

下沉干部们不断改进工作方法，
摸索出了不少小妙招。市石化农林
工会副主任吴萍，利用 2020 年下沉
社区时积累的丰富经验，在协助核酸
检测工作中独创快速方便拆棉签法，
极大提高了核酸检测效率，她还积极
发动丈夫和放假回家的儿子加入志
愿者服务队，一家三口携手并肩奔走
在战“疫”一线。经济部二级调研员
陈庆辗转于多个小区之间，身兼数职
的她每天工作 12个小时以上，为了
提高工作效率，她总结出《手机扫码
提高采集检测效率操作说明》并分享
给其他下沉干部。

20 多天来，市总机关 58 名下沉
干部尽己所能，积极回应群众的所
需所呼所盼，用微薄之力筑起一道
坚固的疫情防线。 □巨少敏

——西安市总工会机关干部下沉社区助力疫情防控小记

关键时候显真情

“家里两个病人，实
在是困难，太感谢你们的
关心了。”近日，汉中市
佛坪县袁家庄街道东岳
殿村农民工付某的妻子
哽咽着向县总工会干部
道谢。

在“进、知、解”活动
中，佛坪县袁家庄街道工
会了解到农民工付某与
女儿均患有大病，家庭出
现困难，便及时将情况上
报县总工会。县总工会
第一时间入户走访核实，
将其纳入困难农民工救
助对象，并发放1000元救
助金。

2021年以来，佛坪县
总工会把自身职能与党
史学习教育和“进、知、
解”活动相结合，紧紧围
绕中心大局，主动担当，
聚焦农民工工作，采取措
施打出“组合拳”，心为农
民工所想，情为农民工所
系，积极为农民工解难事
办实事。

集中入会，增强农民
工归属感。组织开展“农
民工集中入会”，健全村
级工会组织、重点区域工
会组织，实现了农民工全
入会。深入开展“夏送清
凉”“冬送温暖”和“迎新
春、送春联”活动，看望慰
问重点建设项目和企业
一线农民工 500余人，赠
送春联 300余幅，让农民
工体会到“家”的温暖，组
织的归属感。

帮扶救助，增强农民
工获得感。结合“两学一
开”大讨论大调研和“进、
知、解”活动，佛坪县总工
会在全县开展困难农民工走访调查。
经基层工会摸排上报，县总工会入户
走访核实后，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农民
工家庭进行综合研判，分类施策。针
对患大病农民工家庭，给予大病救助
金；针对相对困难农民工家庭开展送
慰问帮扶，共计慰问帮扶 50 人次，发
放救助慰问金 8.16 万元。同时为农
民工赠送职工互助保险 810人次 17.7

万元，对参保患病住院
农民工进行二次理赔，
帮助农民工抵御和化解
风险，切实提高农民工医
疗健康保障水平。

技能培训，增强农民
工成就感。组织开展了
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职
工（农民工）技能培训暨
茶艺培训班、赴康县观摩
学习班，共计培训农民工
200 余人次。广泛开展
烹饪、电工实操技能竞
赛和劳动竞赛，提升和
培育农民工素质，激励
农民工在推动高质量发
展中建功立业。该县 1
名农民工和 1 名优秀农
民企业家分别荣获汉中
市五一劳动奖章。

助学圆梦，增强农民
工幸福感。组织开展“金
秋助学”和“农民工圆梦
行动”，为 13名困难农民
工子女发放助学金 1.3万
元，为 50 余名农民工子
女赠送 200 余册书籍和

“爱心礼包”。为 50名农
民工申报了“农民工求
学圆梦”补贴，进一步鼓
励农民工提升学历，提
高职业技能水平，帮助
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和
幸福生活，有效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

维权服务，增强农民
工安全感。佛坪县总工
会加大农民工劳动保障
权益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加强与人社部门联动配
合，认真开展根治欠薪专
项行动。联合制定《佛坪
县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

工作“安薪监督员”制度》，聘请“安薪监
督员”7名，兼职监察员8名。建立一支
防范化解欠薪隐患队伍，让农民工成为
源头管理的参与者。上下联动，筑牢
维护农民工利益的防护网，有力地维
护了劳资关系和谐稳定。定期深入企
事业单位进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提
高广大农民工安全健康意识，增强农
民工安全感。 □蔡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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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陕西公司职工刘某患
上重疾，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花了 20
多万元。正当刘某一家陷入困境之
时，中国电信陕西公司员工帮困互
助会为他们送去了一笔慰问金。这
笔钱，让刘某在医保报销之外基本
解决了个人自付部分。

这个被合同制员工视为司空见惯
的制度，却时刻牵绊着非合同制员工
的心：“要是我也有这么一份保障该多
好啊！”

非合同制员工是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陕西电信工作的非合同制员
工，主要分布在客服、营业、装维等直
接面向客户服务的岗位，大多是劳务
派遣和外包制的人员。

“非合同制员工是中国电信陕西
公司一支不容忽视的业务力量，许多
已经成为单位或部门的骨干。”省电信
工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主席赵虎
说。近年来，陕西电信越来越重视对
这一群体的关爱，倾斜资源，推进同岗
同绩效，并加大了吸收非合同制人员

转为合同制员工的力度。
互助会制度一直让非合同制员工

颇为羡慕，中国电信陕西公司主要领
导曾对此批示：研究下是否可行。

省电信工会抓住这一契机，在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适时
启动了非合同制员工帮困互助会的
筹划工作。

克服困难推进互助会筹建

2020年 5月，中国电信陕西公司
党委在研究《中国电信陕西公司员工
帮困互助会章程实施细则》时，党委书
记叶利生及各位党委委员要求省电信
工会立即启动对劳务派遣及外包员工
帮困互助会的探索，制定合理有效的
办法，提高非合同制员工的归属感和
认同感。

“这事有风险”“这事还得推
敲”……尽管阻力不小，但省电信工
会克服困难，努力推进全省非合同
制员工帮困互助会的顶层制度设计
工作。

近半年时间内，省电信工会赴全

省各基层单位就非合同制具体用工
人数、形式、岗位结构等情况进行全
面摸底，广泛征求基层单位及派遣公
司的意见和建议。又参考合同制员
工帮困互助会的管理模式，明确非合
同制员工的帮困资助种类及标准。
最后，结合企业实际和现有法律规
定，草拟非合同制员工帮困互助会管
理办法文本，下发基层单位征求意见
和建议。

2020年10月，全省非合同制员工
帮困互助会理事视频会议召开，各单
位人力资源部门领导及非合同制员工
代表参加，集中审议通过了管理办法
文本。

非合同制员工有了帮困互助会

2021年 1月 1日，《中国电信陕西
公司非合同制员工帮困互助会管理办
法》印发施行，标志着该公司全省非合
同制员工帮困互助会正式成立，非合
同制员工的期盼得以圆梦。

据省电信工会办公室负责人介
绍，非合同制会员每人每年 3月一次

性缴纳全年会费60元，基层单位行政
每人补 60元，4月统一由省公司行政
根据核定的全省非合同制互助会会员
人数，按每人120元的标准向非合同制
互助会账户划拨省级行政拨款。截止
到 2021年 5月底，全省已有 5873名非
合同制员工加入了帮困互助会，共筹
措资金140.95万元。

未来，因重大疾病治疗费用过高，
给个人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非合同制
员工，将按相关规定给予相应金额资
助。更让非合同制员工欣喜的是，办
法还规定三年未享受互助会资助的个
人，其所缴费用将全额返还。

“点赞，办的这是大实事！”许多非
合同制员工每每提及此事，都忍不住
伸出大拇指为省电信工会点赞。

“帮困互助会解决了职工最困难、
最担心、最忧心的实际问题，减轻了患
病职工的医药费负担，减少了因病致
（返）贫现象的发生。通过互助保障工
作的开展，为非合同制员工也筑起防
护屏障，让他们感受到‘职工之家’的
温暖。”赵虎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鲜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