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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裴龙翔）在 7 月 27 日召开的 2022 年加快

经济恢复和重振暨“建功‘十四五’奋进新征程”上海职工

劳动和技能竞赛推进会上，上海市总工会提出，将围绕国家

重大战略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搭建好竞赛平台，组织

好竞赛活动，围绕全年目标全力赶进度、破难题。

据悉，上海市总将深入推进浦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引领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上海“五个中心”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城市数字化转型暨上海“特色”新基建等五

大全国引领性竞赛，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围绕全面推进五个

新城建设、进博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领域和行业开

展竞赛，发挥竞赛凝心聚力作用；结合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

产业转型发展升级需求，对标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开展

“3+6+X”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涵盖机器人、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员、无人机操作、数控机床维修工等项目，着力

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莫负春表示，

上海工会将紧紧围绕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重振，找准竞赛

发力点，通过劳动竞赛激励广大职工拿出只争朝夕的火热

干劲，展现奋斗有我的主人翁精神，比学赶超，尽最大努力

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让这座城市尽快重现繁荣。

会上表彰了第二届“上海职工优秀创新成果奖”、2021
年“建功‘十四五’奋进新征程”上海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

奖项，命名了 2021年“上海工匠”，并为部分获奖代表颁奖。

“比学赶超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上海：以劳动竞赛助力经济恢复重振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祁智

8 月 2 日中午，快递员小刘哥满头大汗

地来到北京市丰台区丰顺驾校业务大厅的

暖心驿站。喝了一大杯水后，他熟门熟路地

从驿站职工书屋的书架上拿出一份报纸，又

拉出一把椅子坐下，随意翻阅起来，黝黑的

面颊上显现出疲惫后的放松。

这是丰台区总工会近年联合企事业单

位建设的暖心驿站之一。驿站里冷热饮

水、防疫用品、应急充电、免费阅读、免费理

发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对小刘哥来说，

这里不仅是一个乘凉歇脚的好地方，更是

一个如家般温馨的所在。

一次，丰顺驾校工会的杜主席发现小刘

哥独自坐在驾校门口吃盒饭，于是邀请他一

起到驾校餐厅吃饭。杜主席给他添了一些

菜，盛了一碗绿豆汤，还告诉他驾校设立了暖

心驿站，欢迎他和工友们来驿站歇脚。这次

“邂逅”开启了小刘哥和驿站的暖心故事。

因为收发快件和常上驿站，小刘哥和驾

校工作人员越来越熟悉。上个月，驾校理发

室的大姐说：“小刘，看你头发都长了，天气这

么热，姐给你剪一剪。”于是，小刘哥略带腼腆

地坐下来，非常满意地理了个标准的板寸。

据丰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

会党组书记、主席王振华介绍，丰台区目前已

建立 1948 家暖心驿站，涵盖工会服务站、社

区、餐饮单位等。区总实行暖心驿站补给制

度，每隔一年对有需求的站点提供物资补

充。当下正值高温时期，驿站添置了空调、冷

饮、冰棍等，供户外劳动者按需取用。

驿站成了小刘哥的打卡地

酷暑中，这份呵护让人“爽”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夏雪

不久前，由山东省淄博市总工会打造的

户外劳动者“流动爱心驿站”走进淄博市博

物馆广场片区及涝淄河综合整治工程现场，

为户外劳动者送清凉。在工地，一名建筑工

人突感身体不适，驿站工作人员随即为其检

查，测量显示该工人血压高达 210 毫米汞

柱，驿站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工地负责人，迅

速安排其前往附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流动爱心驿站”是淄博市总今年全新

打造的近距离服务户外劳动者的载体。登

上“流动爱心驿站”服务大巴，经过改装的车

厢让人眼前一亮。大巴内的一侧置物架上

整齐摆放着饮水设备、充电器、微波炉、医药

箱、针线盒、图书杂志等常用物资，供户外劳动

者免费选用；另一侧的咨询服务台上，有值班

医生为户外劳动者进行简单查体和问诊。

“能喝水、能热饭，累了可以歇歇脚，还能

咨询用药，真方便。”环卫工王晓丽在“流动爱

心驿站”取了一瓶冰镇矿泉水后开心地说。

眼下正值酷暑，“流动爱心驿站”加大巡游频

次，并添置了冷饮等，供户外劳动者享用。

日前，“流动爱心驿站”还先后来到青银

高速高新区收费站服务点、青银高速淄博收

费站服务点、青银高速周村收费站服务点、滨

莱高速新区收费站服务点，为疫情防控一线

工作人员送上防暑慰问品，并向各防控站点

赠送矿泉水、毛巾、降温茶、透明皂等防暑降

温物资。

“流动爱心驿站”送来清凉和安康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8 月 1 日，驾驶员刘师傅像往常一样，赶

在中午 12点前将一辆公交开至湖南省湘潭市

湘乡市二大桥桥下。停好车，拉上窗帘，将空

调调至适宜温度；再拿出纸杯，将凉茶一杯杯

倒满。刚忙活完，已经有“乘客”登上了车。

首先登车的是环卫工余凤。她径直走进车

里，顺手拿了杯凉茶喝。不到半小时，车上已坐

满前来纳凉的环卫工和建筑工等户外劳动者。

车外热浪滚滚，车内凉风习习。在这

辆专门为户外劳动者准备的“纳凉公交”

上，人们吹着冷风、舒舒筋骨，喝口凉茶、吃

块西瓜，有的还眯眼休息，无比惬意。

“以前只能到树荫或者桥下坐一会儿，

热得难受。有了‘纳凉公交’，我们午休

有了好去处！”余凤说。

“纳凉公交”的诞生得益于多方合力。

此前，了解到户外劳动者纳凉、休憩场所缺

乏，湘乡市交通运输局工会与市交通运输

服务中心、市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合计，中

午正好是城市公交运行低峰期，何不抽调

两台车给户外劳动者休息？

方案很快确定下来：从 7月开始，从市

区 101、102、103 三条公交线路中，每天调

出两趟车，开往市区户外劳动者密集的地

方，供他们中午休憩使用。

此外，据湘乡市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公司还在部分公交车休息室开辟了

“避暑室”，后期将根据实际情况增设。

大桥下开来了“纳凉公交”

本报记者 刘静 本报通讯员 张振宇

8 月 1 日，在位于云南省昭通市的中铁十

九局叙毕铁路冯家寨特大桥施工现场，钢筋

工刘建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熟练地把钢丝绕

在钢筋交叉处，再用钩子固定好。在大桥栏

杆旁，一溜排放着几个大号水杯。

“渴了喝口水，累了就歇一会儿，桥边的小

药箱里有藿香正气水。天气炎热，施工时大家

一定不能急躁，注意安全！”正在此送清凉的中

铁十九局工会主席纪伟向他们招呼着。

进入三伏天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中

铁十九局工会扎实推进“夏送清凉”活动，督

促各项目部落实主体责任，制定防暑降温工

作方案和应急预案，改善作业环境和条件。

上百支送清凉小分队走进各项目工地，为高

温下奋战的工人送上贴心关爱。

近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保税港十涌

大桥工地，收工后的劳务工赵英脱下反光背

心，只见上面结了一层盐霜。让他和工友惊喜

的是，中铁十九局广州公司工会为他们送来了

矿泉水、西瓜、绿豆、冰糖和清凉大礼包。

入夏以来，该公司工会成立 10 余支送清

凉小分队，分赴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地项目开

展送清凉慰问活动，为一线职工讲解疫情防

控知识和防暑降温小妙招。工会还请来两名

医生为工人体检，传授夏季预防和控制高血

压、高血糖的相关知识。

送清凉小分队进工地

工会送清凉 情系劳动者

上图为职工公益服务队为外卖骑手送
清凉。

近日，江西省新余市总工会以“移动的
清凉”为主题，通过建设户外劳动者驿站、
组织职工志愿者为户外劳动者送西瓜、凉
粉等防暑降温物品的方式，做到户外劳动
者岗位在哪里，“清凉”就送到哪里。

本报通讯员 刘志勇 摄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朱琳

“除了服务，还是服务。想职工所想、急

职工所急，心和职工在一起，什么事都好办。”

当记者问刘广立“如何做好工会工作”时，他

这样答道。

“肯为职工办实事”是东阿阿胶股份有限

公司职工对工会主席刘广立的评价。刘广立

在东阿阿胶工作长达 30 年。自 2016 年担任

公司工会主席以来，他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做职工贴心人”的承诺，先后获得山东省

石化医药系统五一劳动奖章和工会先进个

人、山东省“十佳职工信赖的娘家人”等荣誉

称号。

筑牢连心桥，打造温暖工会

在东阿阿胶，经常可以看到刘广立到厂房

一线与职工交流。“作为工会工作者，就要步子

勤向职工中迈，朋友多在职工中交，只有这样，

职工才会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刘广立说。

职工遇到困难或有合理诉求，在自身职

权范围内，刘广立总是第一时间帮助解决。

一次，公司一名职工生病，怕耽误工作，自己

吃了点药后继续坚持工作。刘广立得知后，

立即协调该职工所在部门调整工作任务，要

求该职工回家休息。

职工的事大多比较琐碎，但无论是关于

子女的烦心事，还是夫妻之间闹矛盾，只要被

刘广立“盯”上了，他就会负责到底。为解决

公司职工看病难的问题，刘广立牵头推动公

司工会与东阿县医院签订合作协议，还邀请

医院专家定期开展健康讲座。

近年来，在刘广立的组织下，公司工会常

态化开展送文化、送服务、送健康、送温暖、

“五必访”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刘广立走

访慰问过的职工达 12000 多人次，他用“大脚

板”踏出了工会与职工之间的连心桥。

当好服务员，丰富职工业余生活

在东阿阿胶公司 5000 平方米的职工之

家，职工们进行着各种活动。“能有这样一处宽

敞整洁、设备完善的锻炼场所，感觉很方便、很

贴心。”一位正在打乒乓球的退休职工说。

“这里之前只有餐厅和健身房，这几年，公

司工会又增设了职工工生日厅、健身区、儿童游

乐区、爱心妈妈小屋、舞蹈室、文化展示厅、乒乓

球和羽毛球馆等，尽最大努力为职工提供交流

学习、健身锻炼、休闲娱乐的场所。”刘广立说。

场所设施完善了，丰富多彩的职工活动

也办起来了。近年来，东阿阿胶公司工会组

织开展全员健身活动，1000 余人报名参加网

球、羽毛球、太极拳和篮球比赛；举办“同心筑

梦新时代”联欢晚会，200多名职工参加演出。

除了体育活动，工会还定期举行“东阿阿

胶杯”主题征文、读书分享、知识讲座等文化

活动，2016 年以来已举办 50 多场次，服务职

工 2万人次。

搭建成才梯，助推职工进步

近年来，东阿阿胶公司工会每年都组织

开展“阿胶工匠”争创与选树活动，每年评选

10 名“阿胶工匠”，为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

的人才支撑。

熬胶师傅董正生就是一名优秀的“阿胶

工匠”。他总结出一套控制凝胶时间和稳定

质量的有效方法——董正生操作法。为了将

该操作法更好地应用于生产，在刘广立的积

极推动下，成立了董正生创新工作室。工作

室依托专业和规范化管理，承担了公司多个

关键课题和技术创新项目，在节能增效、品质

提升和精益化生产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为增强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在刘广立倡导

下，公司工会组织开展了以“降本增效、提高劳

效、创新绩效”为主题的合理化建议活动，通过

评审与即时激励，激发全体职工参与管理的积

极性。仅 2021年，东阿阿胶就征集到职工合理

化建议1498条，创造经济效益150多万元。

东阿阿胶公司工会主席刘广立用一桩桩贴心实事赢得职工信赖——

“ 除 了 服 务，还 是 服 务”
职工“娘家人”故事G

本报讯（记者彭冰 柳姗姗）“烤冷面、玉米面条、猪肉

锅盔……现在拍一发三，还赠送溏心蛋。”近日，吉林省辽源

市工人网红基地揭牌，走进位于基地内的各个直播间，一众

主播正在宣传推介当地名优特产。据悉，这是辽源市总工

会聚焦提升新业态职业技能，搭建工会服务平台，建设工人

网红队伍的一个新举措。

“为推动电子商务、网红经济做大做强做优，市总整合

资源，实施‘1+1+3+100’工程，即建设 1个工人网红基地、1
个工人网红培训学院、3个服务平台及 100个实训直播点。”

辽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杜立智说。其中，

工人网红基地负责对工人网红培训学院、服务平台、实训直

播点的统筹管理。

辽源市工人网红培训学院依托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

建立。该工业园是辽源市最大的产业工人集聚地，带动就

业 4.5 万人，园区内现有带货直播间 500 个，拥有网络创业

培训、直播销售员培训的优质师资力量。辽源市总联合该

工业园成立市工人网红培训学院，针对全市产业工人开展

电商人才培养工程，重点将下岗再就业职工培养成网红直

播员。

同时，辽源市总携手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辽源现代职

教集团、蜗牛文化传媒公司等，为职工搭建货品输出服务平

台、网红孵化服务平台、直播运营服务平台等 3 个平台。3
个平台不仅为辽源市工人网红基地提供商品选品、培育新

手主播、负责基地大型直播与比赛活动等，还可为工人网红

基地毕业学员提供就业机会。

杜立智表示，辽源市总将在全市企业内投资建设 100
个实训直播点，输送工人网红基地的毕业学员到实训直播

点进行“实战”。

提升新业态职业技能 打造工人网红队伍

辽源建立工人网红基地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新一轮全国煤炭工业劳模评选

工作近日启动。此次评选工作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先

进集体中区队（车间）评选比例应不低于先进集体总数的

50%；劳动模范中一线职工评选比例不低于劳动模范总数

的 50%，企业负责人评选比例控制在 10%以内；先进工作者

评选比例控制在先进个人总数的 10%以内，其中县处级人

员不超过先进工作者总数的 20%。

据悉，全国煤炭工业劳模评选 5 年开展一次，共表彰

“全国煤炭工业先进集体”120 个，“全国煤炭工业劳动模

范”和“全国煤炭工业先进工作者”150名。

其中，全国煤炭工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应至少具

备下列条件之一：在学习业务、钻研技术等方面作出显著成

绩；在改善工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节能减排、

提高经济效益中作出显著贡献；开展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

在煤炭重大基础理论和共性关键性技术攻关等方面作出突

出成绩；在防范重特大事故、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抢救国家

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方面有突出贡献等。

全国煤炭工业劳模评选工作启动

一线职工评选比例不低于50%

8月 2日，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为主题的车站在河南省郑州市五
一公园地铁站揭牌。

据悉，这个劳模精神主题车站是在郑
州市总工会的大力支持下，郑州地铁集团
工会倾心打造的主题车站，涵盖换乘站出
入口、站厅层及换乘主通道，分为“点亮劳
动之光”“礼赞劳动之美”“唱响劳动之歌”
等3部分。

车站设计了劳动模范人物代表展示
区、参观拍照打卡区、荣誉展示区等，印制
有劳模姓名、形象和事迹的展示墙和灯箱
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不断有市民通
过扫描展示墙上的二维码了解每一位劳模
背后的故事和精神。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王佳宁 摄

劳模精神主题地铁站
亮 相 河 南 郑 州

本报讯（记者陈昌云）日前，在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法

院+工会+人社”多元解纷诉调对接工作联席会议上，县人民

法院、县总工会、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有效开展劳动

争议和欠薪纠纷调解工作进行交流探讨，以进一步推动该县

探索构建主体多元化、方式社会化、工作规范化的劳动纠纷

化解机制，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会上，签署了《建立“法院+工会+人社”劳动争议纠纷

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实施办法》《建立欠薪纠纷诉调对接工

作机制的实施办法》等文件，同时成立“法院+工会+人社”

劳动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站，聘请 5名特邀调解员，并为他们

颁发聘书。

“‘法院+工会+人社’劳动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站的成立，

是嵩明县为打造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健全有机衔接、协

调联动、高效便民的劳动争议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一次有益

探索。”嵩明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谷剑斌说。

据介绍，嵩明县人民法院、县总工会、县人社局将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构建劳动争议纠纷化解新格局，进一步推进

职工维权诉源治理，提高劳动争议纠纷化解效率。

云南嵩明县创新劳动争议纠纷诉调工作

构建“法院+工会+人社”多元调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