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2022年9月20日 星期二

编辑：王 青 美编：张 瑜 校对：桂 璐工 会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hwq3@163.com

3

从饱受日晒雨淋之苦到惬意享受闲暇
时光，对莲湖区北院门街道总工会“莲心港
湾·工会爱心驿站”带来的贴心关爱，快递
小哥吴珍贵表示：“幸福来得太突然！”

临近中午，送完快递的吴珍贵走进了
位于西安市莲湖区五星街 1号的北院门街
道第一中心社区“莲心港湾·工会爱心驿
站”，熟练地接了杯纯净水喝下，然后从冰
箱取出存放的饭菜，打开微波炉热饭，吃完
饭收拾好，坐到沙发上小憩。“以前送快递
累了只能在路边随地休息，现在累了，有爱
心驿站。这里有沙发、有空调、有茶水，还
能看书，环境还这么好，真是让人意想不
到！简直就是我们的‘家’啊！为工会提供
的贴心服务点赞！”吴珍贵的话语中透露出
深深的满足感。

热心提供服务

针对爱心驿站建设，北院门街道党工
委、总工会提出五有标准：有固定场所（带
卫生间），有醒目标识标牌，有管理制度，有
基本设施（空调、冰箱、微波炉、饮水机、充
电排插、桌椅板凳、医疗箱、工具箱、打气
筒、雨伞、针线包、无线网络），有人管理。
休息区、阅读区、活动区、心理咨询室等各
功能区域划分明了。入会宣传、维权服务、
招聘就业、惠民事项办理、公益讲座、心理
咨询、爱心义诊、免费理发、莲心餐厅等，是
这里常态化的服务内容。

近年来，为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着力解决快递
员、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的急难愁
盼问题，北院门街道依托辖区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驻地单位为阵地，发挥“工会+党
群”职能，打造了“莲心港湾·工会爱心驿
站”12家，为户外劳动者在奔波劳碌之余提

供了一个就近的、专门的“歇脚地”“加油
站”“充电桩”。

用心引导入会

“莲心港湾·工会爱心驿站”建好后，各
级工会把各项工作前移，积极引导户外劳
动者加入工会。“我们在爱心驿站设置宣传
栏，面对面与职工交流沟通，宣传党和政府
的政策法规以及工会入会、维权和服务等
方面知识，引导职工加入工会组织。”红埠
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爱心驿站负责人虎威
说，这使职工在潜移默化中了解了工会，也
提升了工会的影响力。

北院门街道党工委、总工会充分利用
爱心驿站这个平台，针对户外劳动者群体
开展以送温暖、送清凉、健康体验等为主要
内容的系列服务活动。两年来，辖区各级
工会自筹送温暖、送清凉资金60万元，慰问
以户外劳动者为主体的农民工1万人次，为
600多名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健康体检。

贴心打造平台

如今，辖区企事业单位都依托爱心驿
站，开展各项公益关爱主题活动，丰富了驿
站的内涵，并使此成为北院门街道关爱一
线户外劳动者群体、引领文明风尚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重要平台。

北院门街道第一中心社区爱心驿站负
责人温学莲表示，“莲心港湾·工会爱心驿
站”不定时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宣传《民法
典》《宪法》《工会法》等法律法规，推动法治
精神融入户外劳动者的日常生活。有些爱
心驿站的工作人员与户外劳动者成为了朋
友，经常与他们聊天做心理疏导，莲心餐厅
还专门为户外劳动者开辟了就餐绿色通
道，价格打折，饭菜量足。

服务一群人，温暖一座城。莲湖区北
院门街道党工委、总工会将继续加大投入，
让更多户外劳动者体会到工会组织“家”的
温馨。 □李波

9 月 17 日，由西安市物流行业
工会联合会主办的“致敬逆行者 关
爱货运人”第二届西安市物流运输
行业慰问大会举行。本次大会慰问
表彰了年度突出贡献企业12家、先
进战疫逆行者12名、年度安全文明
货运人 10 名、最美卡车司机 50 名、
爱心企业12家。此外，大会还为新
增补的12家副会长单位和3家理事
单位、6家会员单位授牌。

□本报记者 谢明静 摄

9月15日，榆林市定边县总工会举行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集中入会暨服务关爱主题活动，为
新会员颁发会员证并送上慰问品。据了解，今

年以来，该县总工会创新建会方式，成立工会组
织58个，发展会员3500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会员1860人。 □赵艳莉 摄

9 月 17 日，陕西中
兵物资公司工会为新入
职的 22 名一线员工集
中发放工会会员证。此
前，该工会已为他们送
去价值 200 元的慰问
品，让一线员工充分感
受到了“工会大家庭”的
温暖。
□怀礼敬 朱晓明 摄

让劳动者加入“工会大家庭”

本报讯（田林冲）一年一个台阶，宝鸡市麟游
县总工会始终坚持以“套餐”的灵活性、优越性、独
特性，推动职工互助保障工作稳步发展，连续5年跨
入陕西省职工互助保障工作模范县行列，近期荣获

“2021 年度全国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截至目前，全县参保单位 416家，参保人数达
12388人次，参保金额 1002140元，保费收缴同比去
年增长68%。

为提升宣传质效，今年6月份，该县总工会邀请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陕西办事处主任梁仁义为全
县工会系统干部职工开展了职工互助保障业务视
频培训。8月份，邀请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陕西省
办事处理赔服务部理赔专员王欣怡，为大家进行职
工互助保障业务培训。9月份，县总工会帮扶中心
全体职工深入全县各企事业单位，发放职工互助保

险知识读本及《麟游县职工互助保障明白卡》、讲解
职工互助保障政策等。通过案例分析、政策解读，
提升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知晓率、参与率。

此外，该县总工会着力提升赔付大厅窗口服务
水平，推行“三四五”工作法，即“三个责”：我的岗位
我负责、我的工作我尽责、服务职工我有责；“四个
一”：一声问候、一把椅子、一杯茶水、一张笑脸；

“五个心”：热心接待、细心倾听、耐心解答、诚心帮
助、尽心服务。通过密织一张工会保障网，构建一
套“病前预防、病中补助、病后救助”的全过程服务
体系，职工互助保险赔付力度稳步提升。今年 1-8
月份，收集理赔资料 457份，发放理赔金 30.2万元，
使广大干部职工都能享受到职工互助保险带来的
好处，真正发挥职工互助保险为干部职工排忧解难
的作用。

麟游县总工会

职工互助保险参保金额突破百万元

本报讯（苏晓波）日前，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宝
鸡市总工会启动应急支援机制，开展“双服务、双报到”工
作，机关40多名党员干部“变身”抗疫志愿者，迅速下沉结
对社区、各居住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志愿者下沉社区后，全力配合结对社区开展核酸检
测、引导群众扫码测温、维持现场秩序、小区大门口健康
码查验、入户动员核酸检测等工作。他们每天凌晨五六
点就出现在各自所负责的社区，虽然是“新手”，但立刻就
进入了“作战状态”，时刻冲在最前线，用“志愿红”守护美
好家园，为宝鸡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积极努力。

宝鸡市总工会

40多名党员干部“变身”抗疫志愿者

未央区总工会

举办职工演讲比赛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 9月 17日下午，西安市未央
区总工会联合共青团未央区委、区妇联举办“喜迎二十
大·建功新时代”暨“我为首善区添光彩”职工演讲比赛总
决赛。

开场曲《阳光路上》拉开了演讲比赛的帷幕。12名演
讲选手依次进行演讲，有的展现了本行业职工立足岗位、
踔厉奋发的工作热情；有的展现了职工勇毅前行的工作
实效和精神风貌；有的展现了在平凡工作岗位中默默的
坚守与奉献。经过专家评审，本次大赛评出一等奖 1名、
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优秀奖 6名，未央湖街道总工会
等5家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

今年 7月初，该区总工会在全区工会系统开展了“喜
迎二十大·建功新时代”暨“我为首善区添光彩”职工演讲
比赛活动。全区各街道总工会、各系统、直属工会共选送
33名职工参加比赛。8月中旬，该区总工会对 33名参赛
选手进行选拔赛，共选出12名参赛选手进入总决赛。

西安市总工会

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开展主题教育

本报讯（记者 刘强） 9月 16日，西安市总工会在西
安电影制片厂举行“强国复兴有我 红色记忆永存”千名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电影党课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西安市委党校文化教研部主任李颂华教
授以“电影党课学党史 明理增信践初心”为主题进行现
场授课。来自顺丰、申通等快递行业的职工围绕“学党
史、讲三忆、感党恩”作交流发言。据悉，此次电影党课主
题教育活动是万名农民工学党史活动的延伸和拓展，也
是“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学党史、
讲三忆、感党恩”教育活动常态化、长效化的重要举措。
活动共安排 16期电影党课，每周 4期，覆盖多领域、多行
业逾千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李晓照不慎将蓝光·公园华府（二期）购房收
款收据（收据号码：00884485，金额：356216元；收
据号码：01585692，金额：1691元）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
声明

9月13日，安康市汉阴县初级中学工会举行“园丁关
爱基金”捐款活动，共募集善款 15300 元。据了解，此次
募捐款将用于全县教育系统教职工扶危、济困、抚孤、助
残以及因患重大疾病或因天灾人祸造成特别困难家庭和
个人的临时救助。 □兰本波 摄

本报讯（李奔） 9月16日，
由陕西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举
办的“中国梦·劳动美——喜迎
二十大 建功新时代”职工讲书
人大赛决赛举行。来自全省财
贸金融轻工系统的 20位职工讲
书人，以线下比赛、线上直播的
形式，全方位、多角度讲述了自
己的读书故事，5万多名职工在
线观看了比赛。最终，来自陕西
投资集团职工于海伟、国家税务
总局陕西省税务局职工郭楠分
获固定书目组和自选书目组冠
军。这是全系统读书活动的一
个缩影，也是该工会持续推动职
工书屋“百千万提质工程”建设
走深走实的具体体现。

据了解，此次比赛历经基层
工会预赛、线上视频初赛、线下
现场决赛，全系统各基层工会广
泛参与。来自全省财贸、税务、
银行、保险、旅游、医药、烟草等
7个系统的800余名职工开展了
120场活动，74人入围初赛，经
过评委层层筛选，最终固定书
目、自选书目各有 10名选手进
入决赛现场。职工讲书内容涉
及文学、历史等多领域，既有彰显
家国情怀的红色书籍，也有国内
畅销小说读物，还有诗词歌赋、纪
实文学、儿童教育等多种题材的
作品。

职工讲书人大赛只是全系
统读书活动的一部分。近年来，
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以加强职
工书屋建设为抓手，通过与“职
工家庭读书会”“学四史、讲三
忆、感党恩”教育活动相结合，着
力加大对税务、银行、保险、旅游
等窗口单位的覆盖力度，充分发
挥各级职工书屋的阵地作用和
示范引领作用，各级基层工会共
建立读书组织 387个，覆盖职工
8万余人；积极支持基层新建职
工书屋，每年投入 10万元从标
准制定、服务升级等方面打造典
型示范点，提高职工书屋吸引力
和影响面；以信息化建设为契
机，鼓励基层工会建立方便快捷
的线上、线下借阅平台，推广线
下电子借阅屏、电子读书卡，推
动职工书屋建设数字化延伸，提
升职工阅读体验，增强职工书屋
吸引力，仅 2021年就投入 30万
元购买全国电子职工书屋阅读
卡；依托职工文化阵地开展读书

活动，开展举办示范性的读书沙龙、主题阅读、经典诵读等活动，
通过阅读让职工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提升素质，持续推动职工
书屋“百千万提质工程”建设走深走实。

三年来，该工会累计评选授予省财贸金融轻工系统职工书
屋“示范点”39家，推荐获评全国、省级职工书屋近20家，组织开
展线上、线下职工读书活动百余场次，大力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
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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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中铁十二局四公司工会举办“建功新时代 喜迎
二十大”职工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此次展览在征集的160余
幅作品中精选出书法作品38件、美术作品10件、摄影作品40件
进行展出。图为员工参观展览。 □刘国占 郭升 摄

——莲湖区北院门街道总工会关爱户外劳动者小记

服务一群人 温暖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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