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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组织到工会中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
党中央交给工会的一项政治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加强灵活就业
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作出
部署，对各级工会提出了新的要求。
近年来，各级工会大力推行“重点建、
行业建、兜底建”模式，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建会入会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
仍存在“兜底建”相对薄弱的问题。
为此，全总党组、书记处决定制定专
门文件，对“兜底建”工作进行系统设

计，为各地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
会入会作出制度安排、提供精准指导
服务，不断提升工作质效。

需要强调的是，“兜底建”是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的基础性工
作，是“重点建”“行业建”的有效补
充，是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组
织覆盖不到位问题的重要手段，对于
夯实工会基层组织基础、发挥区块集
合作用、打通联系服务职工的“最后
一公里”、扩大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有效覆盖具有重要意义。

制定《意见》有怎样的背景和现实意义？

日前，全国总工会制定的《关于深入
推进“兜底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正式印发。这份《意见》针对

“兜底建”工作面临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作
出了规定，致力于大力推行并进一步规
范“重点建、行业建、兜底建”模式，最大

限度把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
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组织到
工会中来。

《意见》确定了哪些目标任务？有哪
些重点内容需要特别关注？对此，全总有
关负责人回答了《工人日报》记者提问。

全总有关部门负责人解读
《关于深入推进“兜底建”工作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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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到工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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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底建”工作主要面向货车司
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适应他们
就业灵活分散、流动性高、与用工单
位劳动关系复杂等特点，《意见》强调
要充分发挥“小三级”工会“兜底”作

用，通过加强区域（行业）工会、乡镇
（街道）和园区工会、社区（村）工会建
设，织密组织网络、创新方法手段、强
化服务保障，广泛吸纳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加入工会组织，确保想入能入、
应入尽入。

“兜底建”主要面向哪些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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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要求，各级工会要眼睛向
下、大抓基层，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坚持维权服务并重，坚持守正创
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务实担当，深
入推进“兜底建”工作。要在做实“重
点建”“行业建”的同时，以夯实基层
组织基础为前提，以创新载体手段为
关键，以加大资源力量投入为保障，

以实现“兜得住、兜得牢、兜得好”为
目标，通过三至五年努力，进一步建
强做实“小三级”工会组织，有效打通
制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的
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把他们吸引
过来、组织起来、稳固下来，实现“小
三级”工会建设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建会入会工作双提升。

《意见》对推进“兜底建”工作提出了怎样的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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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主要围绕“兜底建”工作
的几个关键性问题，特别是针对“兜
在哪”“怎么兜”等作出规定。

关于“兜在哪”，《意见》明确要夯
实组织基础，一是做实区域（行业）工
会，强调建设一批有人员和经费保
障、以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主的
县级、市级行业工会联合会，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数量较少、行业特点不明
显的地区可以探索建立县级、市级综
合性新业态工会联合会，作为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入会管理服务的重要载
体；二是建强乡镇（街道）、园区工会，
要求推进具备条件的乡镇（街道）建
立总工会，逐步减少乡镇（街道）机关
工会代行职责等情况，推进快递物流
园区特别是国家级、省级物流园区普
遍建立工会组织，并充分利用“智慧
工会”平台，做好会员发展、教育、管
理和服务工作；三是扩面社区（村）工

会，提出依靠社区（村）党组织，指导
覆盖企业职工较多、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集聚的社区（村）规范建立工会委
员会或工会联合会，并加强社区（村）
工会资源力量配备，积极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

关于“怎么兜”，《意见》强调，要创
新途径方法，一是畅通入会渠道，在大
力推行网上入会、扫码入会的同时，坚
持实体建会、属地建会，做实线下工
会组织，实现线上线下有效衔接、规
范管理，防止依托互联网平台建立网
上虚拟工会组织；二是广泛宣传动
员，坚持职工需求导向，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富有工会特色的活动，提高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参与度和获得
感；三是加强阵地建设，深入推进“会、
站、家”一体化建设，大力加强共享职
工之家、区域职工之家等阵地建设，
努力打造综合性、区域性服务站点等。

《意见》如何回应各级工会在推进“兜底建”工作中
面临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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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兜底建”工作中，我们强调
建会入会与维权服务一体推进。各
级工会要认真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
责，推动平台企业建立健全以职工
代表大会制度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
主管理制度，推进行业职工代表大
会制度建设，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
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等民主政治
权利。同时，建立契合行业实际、体
现行业特色的行业集体协商制度，
积极与行业组织、平台合作用工企
业就劳动定额、计件单价、订单分

配、抽成比例、奖惩制度等开展协
商，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劳动经济权益。

此外，各级工会要积极开展网上
服务，完善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服务
工作体系；为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提供更多普惠性、精准化服务，包括
免费体检、赠送意外伤害保险、职工
互助保障、法律援助，职业教育培训
和岗位技能培训等，并规范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点工作，加强职业教育培训
和岗位技能培训等。

在建好工会组织的同时，各级工会如何加强
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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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从组织、人员、经费保障、
工作指导等方面提出要求。包括：加
强组织领导，推动将深化“兜底建”、
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纳入
党建总体规划和考核体系，做到同部
署、同检查、同落实；充实工作力量，优
先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工作
任务较重的乡镇（街道）工会和区域
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倾斜；落实经费
保障，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

会入会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加大专项
工会经费投入力度，并推行建会入会
项目制建设，以乡镇（街道）工会和区
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为重点，逐级
加大投入，着力打造一批示范性的工
会组织；注重分类指导，鼓励各地工会
在组织形式、入会方式、服务手段、激
励保障等方面探索实践，集中力量攻
关，通过重点突破带动“兜底建”工作
整体水平提升。 （郑莉 朱欣）

为有效推进“兜底建”工作，《意见》在工作保障上
作出了哪些安排？

↑11月28日，航拍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百
塔寺村千年银杏树。据了解，百塔寺始建于西晋，
在隋、唐时期盛极一时。这棵银杏树距今 1700 多
年，高39米，相传为西晋僧人栽植。 袁景智 摄

→近日，一只苍鹰在西安南五台山间飞舞盘
旋。初冬时节，秦岭南五台漫山的树木黄绿交织，
各种色彩点缀其间，犹如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
美不胜收。 杜成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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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9日，西安迎来今冬初雪。据陕西省气
象台消息，27日 20时至 29日 20时，陕北、秦巴山
区气温下降14℃～16℃，关中大部、陕南降温12℃
左右。寒潮来袭，如何做好保暖防护？西安中医
脑病医院中医专家李玲做出提醒。

“气温骤降，若不注意防护，极易受凉生病，大
家一定要注意脖子、肚脐、后背等部位的保暖。”李
玲说，脖子受冻易感冒，后脑部位分布着丰富的神
经和毛细血管，受凉后易患感冒，还会导致颈部血
管收缩，不利于脑部供血。因此，要防止风邪侵袭
颈部致病，风大时可把领子竖起来，戴上围脖等。

肚脐受冻易腹泻，有些人晚上有蹬被子的习
惯，腹部很容易受凉，所以建议最好穿上睡衣睡
觉；后背受冻易咳嗽，不少人睡觉时会暴露后背，
对于呼吸系统不好的人，易诱发咳嗽、支气管炎等
疾患；肩部受冻易疼痛，冬天夜晚寒凉，肩部受凉

容易被风寒湿邪侵袭，出现疼痛，所以，秋冬肩部
要格外注意保暖。

李玲说，还要注意膝部保暖。“膝部受冻易发
炎，时尚女孩在这个季节总喜欢穿短裙、短裤、丝
袜配长靴，长此以往会患上关节炎；双脚受冻寒入
身，人的五脏六腑在足部有相应的敏感区或反应
点，若受冻，可反射性地引起相关部位的毛细血管
收缩，对于患有心血管病的人，双脚更要时时保
暖。这个时节适合在睡前用热水泡脚，可使足部
气血顺畅，预防寒气侵袭。”

此外，李玲提醒，心脑血管病人、糖尿病人、哮
喘、支气管病人、胃病病人、关节炎病人要特别注
意做好保暖。温差过大会令血管收缩，周围血管
阻力增大，导致血压升高，严重时还会导致冠心病
患者发生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等症状，甚至会使
血管脆裂发生中风，导致偏瘫，危及生命。凡是患

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应该注意保暖，随着天气
的变化及时增添衣服。糖尿病患者局部供血较
差，尤其是足部，寒冷刺激，容易发生血管痉挛，使
血量进一步减少，易引起组织坏死和糖尿病足等
并发症；有慢性支气管炎的老年人本身气道的防
御功能较差，着凉时身体的抵抗力大大下降，被病
菌病毒入侵后会引起感冒、咳嗽，还会引起肺炎，
因此保暖对他们很重要。

“胃肠道对寒冷的刺激非常敏感，特别是冷空
气骤袭胃肠，如果腹部保暖不够，就会使旧病复
发；关节怕冷者在受寒时会使
症状加重，风湿性关节炎、类风
湿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等关
节病患者从秋季开始就应该注
意腿部保暖，冬季更应该做好
防护。”李玲说。 （马晴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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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迎来今冬初雪，中医专家提醒——

脖子肚脐后背等部位要注意保暖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1月28日，记
者获悉，陕西扎实推进秦岭保护修复工
作，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建成秦岭保护数
据库，秦岭生物多样性实现恢复性增长。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
况的报告显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级各部门持续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增加省级秦岭专项
资金规模，积极争取中央资源枯竭型城
市转移支付资金，支持秦岭小水电退出
和尾矿库治理。

目前，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机制更
加完善，形成“视频监控+有奖举报+明察
暗访”监管体系。同时，初步摸清生态环
境保护“家底”，建成秦岭保护数据库。建
立共同保护秦岭生态环境协作机制，发挥
秦岭保护专家委员会、研究中心作用，推
进重大问题课题研究。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动中央环保督
察、省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438座
小水电整治全面完成，核心保护区、重点
保护区169个矿业权全部退出，白河硫铁
矿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初步完成秦岭
区域建筑物（构筑物）排查。松材线虫病
扩散蔓延势头基本遏制，完成营造林 241
万亩。汉丹江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Ⅱ
类，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秦岭国家公园创建获批，大熊猫
国家公园陕西片区设立，秦岭生物多样性
实现恢复性增长。8个县（区）获评“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4个县获评“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我省连续两年通过生态环境状况公
报、年度报告向社会发布秦岭保护情况，扎实开展“秦
岭生态卫士”宣誓等活动，充分运用“传统媒体+新媒
体”平台，举办“我为秦岭植棵树”等多种实践活动，持
续宣传条例，群众参与和监督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人
人关心秦岭、关爱秦岭的氛围日益浓厚。

针对执法检查中存在的问题，省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建议，时刻绷紧秦岭生态保护这根弦，持
续巩固问题排查整治成果，扎实推进生态保护修
复，有效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加快推动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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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西
安地铁 10 号线杏
渭路站至水流路站
高架区间上跨西安
铁路枢纽北环线转
体桥与南北两侧边
跨墩成功合龙，此
次转体施工在西安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史上尚属首次。

申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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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闫珅）11月28日，由省民政厅主
办的陕西“福彩杯”第五届养老护理职业技能
大赛总决赛以“云考场”形式举办，来自全省
10个地市代表队同台竞技、激烈角逐。

自今年5月赛事启动以来，全省参赛选
手达 3.4 万人。此次竞赛实操技能试题范
围以 58项技能操作为重点，涉及到 12项生
活照护、14 项基础照护、18 项康复服务、6
项失智老年人的照护技能和 8项感染防控

技能等。
选手通过“云考场”参加比赛，组委会邀

请在我省乃至全国享有盛誉的行业精英进行
“云评审”。大赛还设置云直播平台，广大养
老服务从业人员可通过线上观摩决赛实况。

截至2021年底，全省养老机构从业人员
11.5万人，其中养老护理员约6.8万人，是养老
服务人才队伍的中坚力量，是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的重要支撑保障。

全省养老护理尖兵“云端”对决

本报讯（胡毅）11月28日，汉中市外资重
点项目推介暨签约仪式举行，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方式进行。活动现场共签约项目 11
个，总投资6.97亿元人民币。

会上，汉中市向与会代表全面展示了汉
中的优势资源以及投资环境。多特瑞商贸上
海有限公司等三家单位作了交流发言。汉中

市经济技术合作局与西安市外商投资企业协
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发挥双方优
势，在利用外资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投资产业涵盖绿色食品、装备制造、现代
农业、绿色能源、现代商贸、生物医药、现代材
料等，将为推进汉中市扩大对外开放和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汉中举办外资重点项目推介会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