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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因患糖尿病并发症引起肾
衰竭，我不忍心再让家里承担学杂
费，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有幸收到了
你们发放的 5000 元助学金，这让我
们一家人心中又有了无限希望。感
谢工会的叔叔阿姨们，我一定不负
期望，努力学习，回报社会。”近日，
略阳县象山水泥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王黎明将一封感谢信送到略阳县总
工会，并向县总工会工作人员深深
鞠了一躬。“感谢你们让困难职工家
庭心中有温暖，重新点燃他们对生活
的希望。”

略阳县象山水泥有限公司属于
老国企改制企业，困难职工较多。
针对该企业实际情况，略阳县总工会
与企业工会牢牢抓住“职工互助保
障”这条主线，辅以生活救助、大病救
助、金秋助学等多种手段，帮助职工
渡过难关。

身患糖尿病并发症引起肾衰竭
的职工梁师傅，自被纳入困难职工
大病救助以来，仅职工互助保障理
赔一项，就得到了 3万元帮扶金。这
几年，通过大病救助、互助保障等措
施，梁师傅缓解了不少医疗压力。今
年 9 月，梁师傅的儿子考入长安大
学，一大笔学费又让他辗转难眠。略
阳县总工会得知这一情况后，给他们
送去了 5000 元助学金，让孩子顺利
走进大学。

为使城镇困难职工在 2020 年如
期解困脱困，2018 年 3 月，略阳县总
工会一方面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困难
职工相对集中的企业和部分改制不
完全企业及主管部门学习《陕西工会
困难职工档案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
文件精神，凝聚合力、群策群力，想方
设法帮助职工；另一方面，在为困难职
工建档立卡之初，就与民政、人社、市
场监管、税务、公安、房管局等八个职
能部门以信息比对数据共享的形式严
把入口关，对纳入帮扶救助的困难职
工家庭，采取“一户一档，因户施策”
的方式为其建档立卡，并确定帮扶联
系人，根据困难职工家庭情况和本人
意愿，有针对性地制定帮扶计划。

汉中唐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职
工李师傅因意外双腿截肢，丧失劳
动能力，每月缴完各项保险金后仅
剩 300 元生活费。略阳县总工会干

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对李师傅进行了救助。了解到他是一名
退伍军人，还荣立过集体三等功后，该县总工会帮扶干部立即
和企业工会、劳资科商议帮扶具体措施，最终敲定方案，即由
公司协调争取为其办理低保；县总工会将其纳入特困救助，并
向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反映情况，请求援助。工会干部分头
行动，经过多方努力，好消息接踵而至：低保办了下来，领取特
困退役军人救助金 1 万元，县总工会为其建档立卡，并给予
5000元生活类帮扶救助。听到这些消息的李师傅眼眶湿润，动
情地说：“我这是修了哪辈子的福，遇上这些好心人，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您这是修了共产党的福，是党的好政策，让咱职
工跨过这道坎！”帮扶的工会干部笑呵呵地回答。

略阳县总工会多渠道帮助职工解困脱困的事情还有很
多。与民政部门协调，将深度困难职工家庭纳入低保；依托

“农民工圆梦行动”，鼓励企业支持职工参加继续教育和技能
培训促素质提升，帮他们拓宽晋级途径，增加经济收入；开辟
就业岗位，优先解决困难职工家庭成员就业；鼓励“劳模结对
帮扶”；敦促企业及时为职工缴纳社保，确保职工到龄办理退
休……至 2020年，原有 808名建档职工如期解困脱困。

略阳县总工会对困难职工实施动态管理，及时为因大病、
意外、自然灾害或叠加单亲、子女上学等因素造成生活困难的
职工建档立卡。近期，略阳县总工会通过基层上报、大数据筛
查，又确定了 14户困难职工成为新的帮扶对象，面对这些新增
困难职工，略阳县总工会帮扶中心工会干部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毛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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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山功）近年来，为缓解引进人才所面临的住
房压力，紫阳县总工会深入广泛调研职工情况，充分发挥工
会桥梁纽带作用，综合多方意见形成人大代表建议书，最终
促使《紫阳县公共租赁住房并轨运行实施细则（试行）》出
台，从源头上维护了职工利益。

依照新修订《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共租赁根据物
价指数变动情况，参照同地段、同品质类似房屋的市场租
金，结合建设运营成本及保障对象家庭收入情况，实行差别
化租金。以城区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为例，原租金
为 7元/平方米/月，新细则下，工作 5年及以内职工租金为 3
元/平方米/月，工作 6到 10年职工租金为 5元/平方米/月，工
作10年以上职工租金为7元/平方米/月。

紫阳县总工会

切实履职为职工减负

本报讯（张龙）为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引导广大职工学
模范、争先进、挑重担、立新功，11月 20日，彬长矿业生产服
务中心工会开展了学习工匠精神宣讲活动。

该中心各党支部把学习劳模精神作为主题党日的重要
内容，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劳模先进事迹，重点分享劳模成
长经历和成才经验，并把彬长公司对劳模、工匠在政治、待
遇、生活等方面的关心爱护呈现给职工，营造出浓郁的学
习、尊重、争当劳模工匠的氛围。

彬长矿业生产服务中心工会

开展学习工匠精神宣讲活动

本报讯（徐来） 11月 17日，陕西禾淼生态实业有限公
司在汉阴县总工会为汉阴县干部职工关爱救助基金捐赠首
笔 10万元善款，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吴大
美出席仪式。

吴大美代表县总工会及广大干部职工对该企业的善行
义举表示感谢。她表示，县总工会将管理好、使用好这笔资
金，做到专款专用，让需要关爱救助的干部职工享受到政策
的温暖。据悉，汉阴县干部职工关爱救助基金自 2019年成
立以来，已救助关爱 40余个困难干部职工家庭，发放救助资
金 50余万元。

干部职工关爱救助基金接受首笔社会捐款
汉阴县总工会

“现招募 1位住家型家政人员，月工
资 4500元，主要工作内容为做饭、打扫卫
生。工作地点在高新区，客户家中 4 口
人，房屋面积为 180平方米，有意向请与
我们联系。”这是11月21日发布在西安市
莲湖区北关街道家政行业工会联合会微
信群里的一则招工信息。

在北关街道家政行业工会联合会，这
样的招工信息群还有很多，为求职人员提
供了丰富的择业信息和谋职资源。

自 2020年 11月 11日成立以来，北关
街道家政行业工会联合会就建立了与职
工群众沟通交流的微信群，及时关注职
工关心事、诉求事，解答职工烦心事、疑
难事。12 家会员单位更是频频发布招
聘信息，与职工相互沟通，让这个联合
会大家庭群活跃了起来。

金宝美家政公司工会专干白俊梅介
绍，她主要负责发布招工信息，每天平

均要接听 10 多个电话，有找保姆咨询
的，有应聘求职的，有寻求技能培训的，
也有打听家政工资待遇的。线上沟通、
视频互动、交订单、签用工合同、办培训
手续……大量的业务均由她承办，很多时
候都忙不过来。

“我们公司主打培训、考核、办证业
务，需要考电工证、焊工证、叉车证、塔吊
证、健康管理师证等各类职业技能证书的
来报名。”泉陇家政公司工会组长何鹏说，

“有一技之长就不愁找不到好工作。”
金宝美公司工会主席薛梅说：“为了

方便学员实操训练，公司建立了育婴训练
室，办起了小食堂，供家政员演练切磋技
能。职工们每天吃的不同花样的饭菜，就
是这些新训家政员的手艺，在大家的品评
引导下，学员们的手艺提升得很快。”

“公司聘请了律师，设立了法律咨询
室，随时解答职工在劳动服务中遇到的各

种疑虑。我们建立了劳动合同网签系统，
与家政员签订劳动用工第三方协议，给签
约家政员购买社会保险，维护她们的合法
权益。”俏阿姨家政公司工会组长王新新
如是说。

星期八养老服务公司工会组长李小
茜说：“我们公司主要业务是照顾老人，
包括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康复护理
等。今年年初，公司还添置了一批适合
老年人的活动器材，把老年之家装饰得
更温馨。”

……
在北关街道家政行业工会联合会近

日召开的一次视频业务会上，各家政公司
相继作了交流发言。

在北关街道家政行业工会联合会指
导帮助下，各家政公司逐步走上“行业职
业化、培训专业化、服务规范化、形象标准
化”发展模式，不断优化服务管理机制，坚

持外派职工持“四证”（即身份证、健康
证、培训合格证和职业资格鉴定证）上
岗。同时，该家政工会联合会开展跟踪
问效、定期回访，以诚信、周到、贴心的服
务赢得了好口碑，赢得了职工的信赖。

截至目前，北关街道家政行业工会联
合会共注册家政员 15000余人，发布招聘
信息3000余条，帮助600余人找到工作。

北关街道家政行业工会联合会还多
次召开座谈会、业务研讨会，相互观摩交
流，提升了行业服务质量；开展线上业务
知识竞赛，组织厨艺比赛、摄影比赛、健步
走活动等，丰富职工业余生活；利用节假
日走访慰问困难职工，让职工找到归属
感、幸福感。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 9月，北关街道
家政行业工会联合会荣获“西安市模范职
工之家”荣誉称号，这无疑是各会员单位
共同努力的结果。 □兰介

建成了职工信赖的“家”
西安市莲湖区北关街道家政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两周年——

日前，国铁西安局安康机务段
工会“奋进杯”足球赛圆满落幕。
此次足球联赛共有 6 支代表队 50
余名队员参赛，旨在推动该段体育

文化建设，鼓励职工“运动起来、健
康下去、精心工作”，提高职工共同
协作的能力。图为职工在前场拼
抢足球。 □李德森 摄

据报道，近日，一汽—大众
举办《至精至善——探寻一汽—
大众 15 位工匠成长密码》新书
首发仪式。该书记录的15位工
匠都出身平凡，从学徒工、操作
工，逐步成长为掌握国际先进技
术的项目带头人，建立了以自己
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并带领
团队奋勇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
列国家级技术成果。

企业为工匠著书立说，确实
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向社会传

递了积极的信号。每一位工匠
的成长，都是我们身边的励志故
事。据了解，《至精至善》由汽车
行业知名媒体人带领团队历时
8 个月深入一线采写而成。该
书通过对15位劳模工匠成长道
路的探寻，以实际案例诠释工匠
精神，深挖支撑企业、行业向数
字化转型的强大潜能与力量。
可以说，工匠的成长故事，既是
他们个人努力奋斗的写照，更是
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把这些
工匠的成长故事记录下来，既是
对工匠的认可和肯定，也是企业
宝贵的精神财富。

给工匠著书立说，也给我们
树立了学习的典范。如何成为
一名工匠？这是不少技术工人
的梦想和目标。给工匠著书立
说，显然打开了一种了解工匠的
新方式。一方面，工匠的成长向
我们诠释了脚踏实地、爱岗敬
业、勤奋钻研的精神。这种精
神，对于各行各业的职工来说，
都是很好的激励。另一方面，全
社会应该营造更多学习工匠的
良好氛围。

给工匠著书立说给了我们
有益启示，值得在更多企业和行
业加以推广。 □陶象龙

为工匠著书立说传递积极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