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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送清凉 情系劳动者

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着力解决职工的工作、生活和学习难题，建设职工信赖的和谐之

家、幸福之家、快乐之家。职工说：“生活、工作在公司里，像在自己家一样方便。”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讯（通讯员刘志勇）连日来，位于江西新余经济开

发区内的江西瀚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工

人们忙着赶制订单任务。据悉，在新余市总工会等有关部

门的协调帮助下，翰德科技公司与江西冶金技术职业学院

合作建设了 5G数字工厂实训基地，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产

业工人，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发展。

在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中，新余市充分

发挥该市职业教育优势，大力实施“赋智提技”工程，通过政

策支持、企业主导、校企合作、社会资本参与等多途径培育

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在工会等有关部门的推动下，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成为众多企业提升产业工人素质的首选。

此外，新余市还组织职业院校积极对接“2+4+N”等产

业，根据产业特点开设课程，开展人才需求定向培养。目

前，已申报锂电技术工程与应用等 17 个新专业，对接本地

企业用工需求，培育新型产业工人队伍。2021年全市组织

2000名学生（学徒）在 32家单位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2168名毕业生在新余实现初步就业，4000名学生在新余顶

岗实习，为企事业单位输送了一批技术技能型人才。

新余力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赋智提技”培育高素质产业工人

本报讯（记者王伟）“两个多月来，仅我们

律所的值班公益律师就接待产业工人咨询 80
多人次，提供法律援助 9 件，成功化解劳动争

议纠纷 3件。”日前，在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工伤

保险服务中心的“产业工人法律援助站”接访室

里，江苏泽群律师事务所律师陈蓓竹告诉记

者，每周一和周三，都有律师过来值班。他们

的主要任务是为产业工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在深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过程

中，如何切实保障产业工人合法权益？今年 5
月 9日，在已有 4个工会法律服务援助站的基

础上，溧阳市总工会联合市司法局、市人社

局，专门成立产业工人法律援助站，依托法律

服务团队开展法律咨询、劳动争议调解等工

作，为产业工人开辟专属绿色通道，提高产业

工人法律援助服务的专业性，切实维护他们

的合法权益。

“之所以将援助站的地点设立在工伤保

险服务中心里，正是考虑到来这里的都是企

业一线职工，以产业工人为主。”援助站协调

机构的负责人，溧阳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景茂松说，产业工人在办理工伤保险相

关服务时，可同时向援助站申请法援服务，从

而提高法援服务的效率。

援助站建有接访室、心理咨询室，每周一

和周三组织公益律师开展法律、心理、安全和

劳动关系协调等方面的公益服务。同时，利

用相关互联网平台，7×24 小时提供服务，随

时解答、处理产业工人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心

理困惑和涉法难题。

一名工人在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治

疗 10 多天出院后，却被用人单位告知不属于

工伤，只能向肇事司机及保险公司主张赔

偿。该职工向援助站律师咨询，得到明确答

复：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应当认定

为工伤。最终，该职工被依法认定为工伤，用

人单位主动联系他，达成了调解协议。

今年以来，溧阳市总深入实施“工会+法

律”服务，更好地维护产业工人以及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用法治护航劳动关系和谐稳

定。6月初，江苏常明律师事务所工会委员会

成立，这是该市首家律师事务所工会。与此同

时，市总工会组织开展法律志愿服务进基层活

动，上半年已举办 12场，服务产业工人 3250多

人次；开展“法制体检”专项行动，深入 8家企业

开展劳动用工监督评估专项服务行动，以提示

函、建议书、意见书等形式出具法律意见，指导

帮助企业依法合规用工，防范法律风险。

开辟绿色通道 实现高效维权

江苏溧阳成立产业工人法律援助站

本报讯（记者陈华 通讯员葛婉瑶）日前，

安徽省总工会推出暖心服务职工、助力经济

发展、做实民生实事、促进和谐稳定、转变工

作作风等 5 个方面的 20 条具体措施，切实改

进全省工会系统工作作风，着力解决职工和

企业关注的问题，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在暖心服务职工方面，重点组织开展就

业促进行动、“新徽菜·名徽厨”行动、安心托

幼行动、快乐健身行动、放心家政行动等五大

行动。在“新徽菜·名徽厨”行动中，安徽省总

将“徽菜师傅”纳入省五一劳动奖、安徽劳模

工匠评选范围，支持“名徽厨”建立劳模工匠

创新工作室。

助力经济发展方面，包括支持疫情影响

严重的行业和企业、开展重点项目劳动竞赛

和职工创新创效竞赛、职工疗休养、工会助力

消费活动等 4 项措施。其中，安徽省总将在

100 个重点项目、200 家重点民营企业开展劳

动和技能竞赛，并投入 500万元开展职工创新

“金成果”“金项目”“金点子”竞赛活动，选树

100名安徽工匠、1000名市、县（行业）工匠。

做实民生实事方面，包括精准帮扶困难

职工、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广泛开展送清

凉活动、深化拓展金秋助学、开展“互联网+”

工会普惠服务职工活动等 5 项措施。今年，

安徽省总本级安排 3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安全保护、健康体

检等权益保障服务。

促进和谐稳定方面，包括实施集体协商

专项行动、实施法律援助专项行动、规范企业

民主管理、妥善解决职工信访问题等 4 项措

施。重点推进新业态行业集体协商，开展“法

院+工会”诉调对接，发挥全省 103 个工会劳

动关系监测点和 3821 名信息员作用，及时监

测分析劳动关系态势。

转变工作作风方面，包括组织工会干部

赴基层蹲点和“当一周工人”活动，深入调查

研究两项措施，以密切与职工群众联系，切实

发挥好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安徽省总把职工和企业关注的问题作为工作着力点

20条举措推动转作风暖民心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李玉波）独唱、舞蹈、器乐合

奏……一个个精彩节目让人目不暇接。8月 3
日，内蒙古自治区北疆职工乌兰牧骑（意为红

色文化工作队）走进鄂尔多斯市神东布尔台

煤矿，为职工送上一场文化盛宴。

这是“北疆职工乌兰牧骑进基层送文化

慰问演出”活动中的一场。7 月底，北疆职

工乌兰牧骑还来到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

在送文化的同时，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党

组书记、副主席张慧宇一行开展了送清凉

慰问活动，为职工群众带去丝丝清凉和暖心

问候。

在白云铁矿公路运输作业部、内蒙古华

电巴音风光电场，张慧宇一行为一线职工送

上西瓜、矿泉水、绿豆等慰问品，并询问职工

的工作生活情况，叮嘱大家在做好工作的同

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保持良好的精神状

态，继续发扬爱岗敬业精神，进一步提高技能

水平。

据了解，今年自治区总工会将安排 40 场

“北疆职工乌兰牧骑进基层送文化慰问演出”

活动，围绕喜迎党的二十大、建功新时代主

题，以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精彩纷呈

的文艺节目送到职工群众家门口。

内蒙古北疆职工乌兰牧骑
进 基 层 送 文 化 送 清 凉

2022劳动关系人才培养
与学科建设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赵雅蕾）近日，

“2022劳动关系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论坛”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围

绕促进劳动关系专业学科发展、推动劳动关

系人才培养等展开交流讨论。

本次论坛由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

动关系分会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经济与劳动

关系研究所承办。

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来自多所高校的师生代表，以及政府部门、

工 会 、企 业 各 界 的 代 表 共 100 余 人 参 加 会

议。与会代表表示，本次论坛有助于促进劳

动关系专业学科发展、推动我国劳动关系人

才培养。

本报记者 马学礼

本报通讯员 郑建平 杨钰婷

一到晌午，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的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活区就一片

宁静。日前，记者走进这里，听该公司工会主

席黄成娓娓讲述公司建“家”的诸多成就。

“站在职工角度体会大家的所思所想，并

且尽最大努力满足职工需求。”黄成说，公司

工会始终坚持把职工之家建设与日常工作同

布置、同检查、同落实、同总结，全方位打造让

职工暖心又称心的职工之家。

自 2010 年落户吴忠市金积工业园区以

来，宁夏伊利公司快速成为全球首家年度产

量及综合营收实现双百突破的单体液态奶生

产基地。具有伊利特色的服务型、智能化和

文化型职工之家也于 2021 年获得“全国模范

职工之家”的荣誉。

“像在自己家一样方便”

在宿舍楼一楼洗衣间，5台全自动洗衣机

和 1台洗鞋机排列在走道两旁，公司青年职工

马涛正在洗衣物。

“24小时开放，全免费。”马涛笑着说，同时

指向楼道对面的共享打印室，“那里也是如此。”

在这栋 3层宿舍楼里，居住着数百名与马

涛年龄相仿的职工。“生活、工作在公司里，像

在自己家一样方便。”马涛感慨。

“服务好这些年轻职工，是公司职工之家建

设的重要内容。”宿管员王帆表示，公司为年轻

职工提供 4人一间的免费宿舍，还准备了被褥

等床上用品。此外，打造了健身室，配备台球、

乒乓球和各种棋牌设施，楼前还有篮球和羽毛

球场地。“餐厅的饭菜能满足来自不同地区职工

的口味，而且每顿饭给 12元补助，职工吃饭基

本上不用自己掏钱。”王帆说，为方便职工出行，

公司还开通了8条不同线路的通勤车。

近年来，除了在吃、住、行方面为职工做

好服务，该公司还积极建立困难职工档案，并

进行动态帮扶跟踪回访，确保职工关怀工作

落地。同时，公司工会利用“线上+”模式，组

织开展 1000 余场职工关爱活动，覆盖职工 10
万人次以上，职工满意度达 98%。

智能化让职工之家发挥更大效能

“去餐厅吃饭刷脸就行了。”提起职工之

家的智能化，公司生产三部灌装工段长王凯

一脸自豪。

为让职工生活、工作更便捷，2019 年起，

宁夏伊利公司出资打造智能化职工之家，将

创新融入职工之家建设。

“职工宿舍、职工食堂、职工书屋等区域

已 完 成 智 能 化 升 级 ，176 间 职 工 宿 舍 实 现

Wi-Fi 网络酒店式管理，2118 名职工可刷脸

支付就餐。”王凯说。

智能化的方便与快捷让职工之家发挥出

更大的效能。黄成介绍，近年来，公司运用

OA办公系统，实现考勤、薪酬、福利自查及公

开。此外，搭建的“伊起 A+”平台，集纳了最

美点赞、劳模榜样、向优学习等赋能帖，为职

工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此外，面向全体

职工开放“倾听你的声音”零距离沟通平台，年

度累计解决职工各类需求 366项，覆盖生产经

营、日常生活、薪资疑问及后勤管理等各方面。

多形式培训提升职工技能

不久前，公司设备三部机修班长穆建红

在作业时遇到故障，不知如何应对。情急之

下，穆建红想到了公司开发的“伊起学”APP，

并最终通过它解决了问题。

“伊起学”是宁夏伊利公司专门为职工开

通的在线学习 APP，自启用以来，已成为公司

职工学习技术、解决难题的有效工具。

近年来，宁夏伊利公司积极建设文化型

职工之家。除了上线“伊起学”APP，还定期

组织开展职工技能培训，实行“老带新”机

制。同时借助各种形式的文化素养培训，推

动职工综合素质全面提高。

数据显示，2021年，宁夏伊利公司工会组

织开展安全事故、文化素养、专业技能等培训

累计达 87 场，覆盖职工 14.2 万人次。通过系

统培训，职工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稳步提升，并

转化为助力生产经营的内在动力。连续 3年，

公司共收集职工合理化建议 11.2 万余件，其

中 400余件得到推广。

就餐可刷脸、沟通有平台……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为职工工作、生活创造便捷条件——

智 能 化 的“ 家 ”暖 心 又 称 心

本报讯（记者王鑫 方大丰 通讯员邹亚果）日前，湖南

省长沙市总工会启动 2022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劳动

者服务月活动。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到 8月下旬，长沙市

各级工会将投入资金 180 余万元，推出全城免费理发日、

健康体检周、走访慰问、法律维权咨询日等 4 大板块的服

务活动。

在服务月活动期间，设置每周三为“免费理发日”，全市

近 60个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将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户外劳动者等职工群众提供免费理发服务。服务月活动第

3 周为“健康体检周”，长沙市总联合市卫健委推出免费健

康体检“大礼包”，将为 6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环卫职

工提供健康服务。此外，全市各级工会将在服务月活动期

间走访慰问 12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

当天，长沙市总还邀请律师团队，现场为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户外劳动者解答高温天气下企业应该为劳动者提供

的劳动保护举措，以及高温津贴发放标准等法律问题。

“市总将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职业特点

和现实需求来确定服务的内容、形式、方法，不断提高服务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长沙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彭鉴

西说。

近年来，长沙各级工会持续加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

劳动者服务力度，组建新业态行业工会 40家、企业工会 1000
余家，发展会员超过 10万人，创建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202个，每年筹集 300余万元服务帮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

吸收 1.1万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职工医疗互助计划。

长沙工会启动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户外劳动者服务月活动

为劳动者提供4大板块服务

本报讯（记者裴龙翔）生物医药实验技能大赛、集成电

路技能大赛，长三角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网络安全大

赛、机器人大赛、大数据创新应用竞赛……近日，上海市浦

东新区 2022年劳动和技能竞赛集中启动，19个重点项目将

在新区全面铺开。

据悉，此次竞赛由浦东新区总工会、区发改委、区科经

委等单位共同举办，将贯穿 2022年全年，围绕“打造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核心使命，组织开展“高能级硬核

产业”劳动和技能竞赛、“高质量法治保障”立功竞赛、“高水

平项目建设”立功竞赛、“高品质公共服务技能”劳动和技能

竞赛等“四高”劳动和技能竞赛。

“高能级硬核产业”劳动和技能竞赛聚焦中国芯、创新

药、智能造、蓝天梦、未来车、数据港等 6 大硬核产业，推动

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制开发，引领企业职工

发明创造更多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专利技术，推

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高质量法治保障”立功竞赛聚焦立法前的需求征集和

项目提交、立法中的立法调研和文本起草、立法后的评估宣

传等 3个方面，推动建立完善的立法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

需求征集机制，推进新区立法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

“高水平项目建设”立功竞赛聚焦重大项目、重大工程

建设，结合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空间品质、保障基层设施等

方面，比工程管理、工程进度、工程质量、项目安全、功能形

象，助力重点区域和重大建设项目有序高效推进。

“高品质公共服务技能”劳动和技能竞赛聚焦城市数字

化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行政服务效能和数据驱动的科学决

策水平，进一步提高民生服务质量和疫情防控常态化水平。

上海浦东全面铺开 19 个劳动
竞赛重点项目

竞赛聚焦硬核产业、公共服务

8月4日，在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桃源湖公园，青年职工身着民族服饰、汉服，泛舟
湖上，尽享浪漫。这是由云南省总工会、昆明市总工会主办，石林县总工会等多部门承办的职工
交友联谊活动现场。活动重温阿诗玛与阿黑哥执着追求真诚甜蜜的爱情故事，为单身青年职工
搭“鹊桥”，找伴侣。 本报记者 赵黎浩 摄

交友联谊
浪漫七夕

8月 3日，青海省土族、藏族等多民族“绣娘”齐聚“青绣
之源”海东市，进行青绣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青绣历史
悠久、技艺独特、民族风韵浓郁。目前，河湟刺绣、土族盘绣
等先后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已成
为青海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李隽 摄/视觉中国

“绣娘”齐聚“青绣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