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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伟 通讯员刘义昂 陈凯）

“工会代表履职指导站建立后，我针对职工维

权缺少载体的情况，提出建立县职工维权服

务中心的建议，被县总工会采纳。”近日，江苏

省盐城市滨海县工会代表韩红星对记者说。

据悉，滨海县总工会通过建立工会代表履职

指导站常态化发挥工会代表作用，目前已经

取得一定成效。

目前，滨海县共有县级工会代表 220 名，

镇（区、街道）级工会代表 768 名，这些工会代

表都具有一定的特长和优势，但此前作用发

挥不够，甚至存在“选举投票一刻钟，会散以

后影无踪”的现象。为此，滨海县总工会于今

年 3月出台《关于建立工会代表履职指导站的

意见》，让县、镇（区、街道）工会代表届期开会

有场所、培训有课堂、建言献策有平台、联系

职工有量化，促进工会代表履职常态化。

“对全县工会代表履职指导站进行科学

设计，明确活动内容，加强规范管理，发挥功

能作用。”滨海县总工会副主席赵建友介绍

说，各镇街、工业园区建立工会代表履职指导

站，具体开展 7 项工作：每月对工会代表培训

1 次；组织工会代表提议案、批评、建议；做好

下情上报、上情下达工作；引领职工开展技术

创新；评议每个工会代表联系职工情况；协助

工会督办职代会通过事项；对工会代表履职

情况进行考核。

自从工会代表履职指导站建立后，工会

代 表 在 工 代 会 闭 幕 后 也 有 了 新 的 工 作 任

务。“以前投完票就没事了，现在肩上担子重

了。”韩红星说。对于韩红星提出的建立县

职工维权服务中心的建议，滨海县总工会采

纳后共投入 100 多万元，高标准建立职工维

权服务中心，分别在县法院、县司法局、县人

社局设立 3 个职工维权工作站，在镇（区、街

道）、工业园区设立 48 个职工维权工作室。

今年以来，职工维权服务中心和各个站（室）

共受理职工投诉 146 起，结案率达到 92%，帮

助职工获得经济赔偿或经济补偿 600 余万

元，协助职工追讨欠薪 1700多万元。

“建立工会代表联系职工制度后，促进了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滨海县交

通运输局工会代表履职指导站站长林海兵

说，货车司机流动性大，他们发动每名工会代

表联系 20名货车司机，截至 8月上旬，交通运

输系统 68 名工会代表已联系发动 1360 名货

车司机加入工会。

据统计，滨海县总工会建立工会代表履

职指导站以来，共组织工会代表开展活动 186
场次，提议案 76 项、建议 152 条，引领职工技

术创新 44 项，督促落实职代会通过事项 31
项，联系职工 3658名。

江苏滨海县总建立“工会代表履职指导站”，实现工会代表履职常态化

“以前投完票就没事了，现在肩上担子重了”

本报记者 张玺 本报通讯员 程志会

动一动手指就能观看“热点推荐”“劳模

工匠风采”，点一点屏幕就能抢到免费影票、

免费打球资格，单身青年还可通过“在线红

娘”寻找另一半……如今，在天津，很多职工

手机里都有“知工”APP。

这款 APP 是“津工智慧平台”的核心应

用。该平台由“知工”APP、“津工 E家”微信公

众号、天津市总工会官网和官方微博等组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市总工会顺应网

络化信息化发展态势，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适应广大职工特别是年轻职工的新特点，于

2019年 5月建成“津工智慧平台”，打造“指尖”

上的工会，让职工“一键通达”各项贴心服务。

思想政治引领新阵地

李文阁是天津市和平区总工会的一名干

部，每天中午，他都会点开“知工”APP 浏览工

会领域的一些新闻信息。

截至目前，“知工”APP 平台共推出“学新

思想”“工会要闻”等 13个新闻专栏，每天发布

新闻稿件 80 余条。自 2019 年建成以来，“知

工”APP 累计下载量达 400 万次，年均阅读量

超过 6000万次。

天津市总将思想政治引领和普惠服务职

工有机融合，通过高频次的惠工福利等方式

提升“津工智慧平台”的活跃度，为职工思想

政治引领提供基础和保障。

“除了免费观影、打球、文演、优惠送餐等

项目外，职工会员还可以在‘惠享超市’4折抢

购生活必需品。职工参与度特别高，4折商品

很快被抢购一空。”天津市总宣教网络部负责

人说，“知工”APP 上线后累计惠及职工会员

221万人次。

有了流量的加持，“津工智慧平台”日渐

成为天津市广大职工会员普遍关注的思想引

领新阵地。2021年，天津市总组织的“我心向

党”红色经典网上观影活动吸引全市 50 多万

名职工参与；自 2020年以来，围绕党史学习教

育等制作的 42 门津工微课将课堂搬到网上，

总点击量累计达百万余次。

此外，“津工智慧平台”还运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及可视化技术，开发建设天津市工会

数据地图等展示系统，通过数据模型的挖掘、

整理和比较，进行用户画像，精准掌握工会会

员的劳动关系状况等方面的情况。

动动手指享受贴心服务

“很多单身职工由于害怕个人信息泄露，

对相亲活动有顾虑。”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职工红娘”徐全香告诉记者，“以往采取

红娘与单身职工间单线联系的方式，信息来

源单一，对‘另一半’的个人条件、择偶标准等

信息把握不准，这些都给我们精准高效做好

红娘工作带来很大不便。”

工会“在线红娘”上线后，这些困扰单身

职工和“职工红娘”的问题迎刃而解。

“在线红娘”是“知工”APP 上开通的线上

互动交友服务平台，也是天津市总开辟的网

上服务职工新内容之一。目前，该平台单身

职工注册总人数达到 1.45 万，1284 名会员通

过系统匹配后成功牵手。

徐全香说：“目前，我们集团审批通过

249 名 单 身 职 工 的 注 册 申 请 ，发 布 征 婚 信

息 59 条，匹配成功 22 人次，牵线成功率显

著提升。”

像这样贴心的在线服务，还包括大病救

助、法律援助、在线学习、心理咨询、职工帮

扶、求职信息等。截至目前，“知工”APP 已为

2900余名职工会员提供法律服务。

“通过这些线上服务，我们感觉到工会就

在身边，平台就是我们的‘网上职工之家’。”

富士康天津科技园 LVI事业处制造一部职工

霍静静说。

依托互联网延伸服务手臂

为打通服务基层工会、服务职工群众“最

后一公里”，天津市总通过“津工智慧平台”让

数据多跑路、基层少跑腿。

“目前，‘津工智慧平台’已建成全市工会

组织和工会会员实名数据库。”天津市总宣教

网络部负责人说，该数据库覆盖全市四级工

会组织，实现基层工会干部在线实时更新动

态数据，为建会入会、扫码入会等重点工作提

供支撑，先后为 20 万名职工在线办理入会申

请审批。

同时，该平台还开发了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工会干部管理、劳动关系法律监督员等数

据库管理模块，形成简便易用、上下联动、良

性循环的协同办公（OA）生态系统，在为基层

工会减负赋能的同时，也为工会工作插上互

联网翅膀。

据了解，依托互联网+搭建服务职工新

载体，“津工智慧平台”获得广大职工的认

可，连续 3 年被全国总工会、中央网信办评

为“全国互联网+工会普惠服务”省级十佳

平台。

“‘津工智慧平台’是我们‘走好网上群众

路线’的生动实践，改变了传统工会工作模

式，成为链接工会和职工的新纽带。今后，我

们将依托互联网不断延伸服务手臂，让智慧

服务在‘指尖’更在职工‘心间’，为提升产业

工人整体素质和维权服务水平赋能增效。”天

津市总有关负责人表示。

天津市总工会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依托互联网延伸服务手臂，通过“津工智慧平台”精准服务职工——

为 职 工 打 造“ 指 尖 上 的 家”

非凡十年·工会篇

本报讯（记者毛浓曦）8月 7日，由陕西省总工会、省人

社厅主办的陕西省首届“三秦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

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启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出席活动并宣布大赛启动。

本次大赛以“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聚焦

秦创原产业链创新链、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新就业形态等

领域，设置综采维修电工、瓦斯检查工、汽车装调工、钳工、

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电保护工等 6个竞赛项目。

大赛在 8 月～10 月之间展开，将有 500 多名选手参

赛。本届大赛各工种决赛第一名选手将授予陕西省五一劳

动奖章，前五名选手将授予“陕西省技术能手”。启动仪式

上发布了赛徽、吉祥物、赛歌，这在陕西省职工职业技能大

赛上尚属首次。

陕西首届“三秦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启动

天津市总工会顺应网络化信息化发展态势建成“津工智慧平台”，通过高频次的惠工福

利等方式提升平台的活跃度，让职工“一键通达”各项贴心服务，打通服务基层工会、服务职

工群众“最后一公里”。

阅 读 提 示

8月15日，江苏苏州，外卖小哥在进行卫
生防疫知识培训。

当日，苏州一家外卖配送公司对 30多名
外卖小哥进行卫生防疫等方面知识培训，包括
对外卖箱的清洗、消毒以及个人防护等，确保
安全有序地进行派送。 王建康 摄/人民视觉

防疫知识培训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 通讯员沈亚红 李

盛 邓震仪）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新就

业形态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标志着该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维权服务工作有

了新的阵地和平台。

近年来，南山区新业态蓬勃发展，拥有顺

丰、丰巢、饿了么、盒马等为代表的众多新业

态企业。工联会的成立，正是对扩大工会组

织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有效覆盖需求的

回应。工联会下设多个工会委员会和 8 个

工会小组，工会小组分别由各个街道总工

会副主席担任小组负责人，各自推进辖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站、点、所开展建会

入会工作。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需求，工联会

将围绕职工之家阵地开发设计、困难帮扶、

法律服务、技能培训、文体活动等方面，面向

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普惠性、常态

化、精准化服务。

同 时 ，在 每 个 街 道 新 建 1 个“ 暖 蜂 驿

站”，针对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环卫工、建筑

工、执勤交警等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就餐、

小憩、如厕等服务。

在职工权益保障方面，工联会将发挥协

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作用；建立健全互联

网平台企业、快递物流企业“律师入企”等

法 律 服 务 工 作 机 制 ；将 在 重 点 区 域 、重 点

企业建立劳动关系预警信息员队伍，不断

提高劳动领域风险隐患预警的灵敏度；充

分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三方协调机制作

用，共同研究推动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涉及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保等方面的重

大问题。

深圳南山区成立新就业形态行业工会联合会

外卖小哥等群体有了专享服务平台

本报讯（记者朱欣 通讯员田青 李永欢）

“天气热了可以吹空调，还有防蚊用品，这片

‘清凉地’真贴心。”环卫工吉玉宝笑着说。近

日，山东省多地持续高温天气，潍坊市青州市

的 35 处工会普惠服务站纷纷开启空调，为前

来休息的户外劳动者送上一丝清凉。据悉，

今年以来，青州市总工会与青州农商银行联

合打造升级版“爱心驿站”——建设标准化工

会普惠服务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憩场所，

同时提供政务代办等服务。

据了解，青州市总工会整合窗口行业社会

资源，截至目前，已经推出 65个工会普惠服务

站。它们不仅是环卫工人的休息点，也是快递

员、外卖配送员、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交

通警察等户外劳动者的“加油站”，切实解决他

们的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实际问

题，让他们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值得关注的是，普惠服务站配备了“七

个一”基本设施，即一个室内场所、一套桌

椅、一台饮水机、一台微波炉、一台冰箱、一

个应急医药箱、一套充电充气设备。各服务

站由金融网格员轮流值班，及时补充饮用

水、常用急救药等物资，完善茶水桶、雨伞等

物品。服务站简洁温馨的环境、完善齐全的

设施吸引不少户外劳动者在工作间隙进来歇

歇脚、喝口水。

在此基础上，服务站还引入政务代办功

能，开办营业执照线上申请、社保卡领取等 50
种服务项目，实现基础服务不出站。目前，已

协助 81 位商户办理营业执照，开通手机银行

598户，激活社保卡 487人次。

山东青州市总联合银行打造升级版“爱心驿站”

“工会普惠服务站”实现服务不出站

本报讯（记者朱欣）“玫瑰书香”全国女职工主题阅读

推荐书目发布活动于 8 月 12 日举行，向全国女职工推荐了

20 本主题阅读优秀图书，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家

庭多个维度，致力于引导女职工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

逐梦。

发布活动由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中国工人出版社共

同举办，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喜迎二十

大 建功新时代”为主题。活动推荐的图书包括《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

《百年大党面对面》《中国工会的历史细节》《情系女职工，法

在你身边》《觉醒年代》《功勋》《态度：大国工匠和他们的时

代》《这里是中国》（全两册）《人世间》等。

其间，活动还特邀蒙曼、梁晓声、萨日娜、阿紫、曾荣等

知名作家和学者走进直播间推荐书目。据统计，仅微信

直播平台 48 小时总观看和回看人数就超过 345 万，微信推

文阅读量超过“10 万+”，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女职工的阅读

热情。

“玫瑰书香”全国女职工主题阅读活动始于 2021年，旨

在进一步加强女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促进素质提升、推进家

庭文明建设。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的主题阅读活动共带

动全国 2114万名女职工参与，成为工会独具特色的阅读品

牌。今年，全总女职工部专门下发通知，将第二届“玫瑰书

香”全国女职工主题阅读活动纳入第六届全国工会职工书

屋主题阅读交流活动框架内。

全总女职工部希望通过活动引导女职工以书为友、以

书为伴，享受读书的快乐，在读书中成长成才；希望各级工

会女职工组织加强顶层设计，持续打造有特色、有影响、接

地气、有人气的“玫瑰书香”女职工阅读品牌，为团结动员广

大女职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动力和智

力支持。

2000万女职工参与主题阅读活动
今年阅读活动推荐了 20本优秀图书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张奕尧 实习生谢迟）近

日，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办，东莞市总工会、华南师范大学心

理学院承办的广东工会职工心理健康服务经验交流活动举

行。今年，广东工会将把百场心理团体辅导送到基层一线。

5月 25日，广东省总下发《关于开展“奋进‘心’征程 建

功向未来”全省工会送百场心理团辅进基层活动的通知》。

按照活动计划，广东省总将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至 11 月 15
日实现全年线下参与心理团体辅导职工达 2 万人次、线上

参与达 20 万人次的任务目标。

广东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杜玲表示，省总工会

将着力推动省、市、县（区）和工业园区构建以心灵驿站为

主阵地的职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加强场地建设和人员

力量配备，以职工喜闻乐见的方式，专业、高效地开展心

理健康服务。

广东工会百场心理团体辅导送基层

本报记者 裴龙翔

“看，小王拍的安全短片上公司抖音号了，我在里面还

当了一回群演。”“还有养老院大爷的说唱，可好玩了！”最

近，中交上航局职工食堂电视里轮番出镜的“演员”让职工

们倍感亲切。

视频中，平日里身边的同事有模有样地当起“主角”，将

一个个安全生产知识点串珠成链，让大家在休憩和用餐的

过程中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意识。

今年 6月，围绕“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主

题，中交上航局党工部联合局工会，与安监部共同组织开展

“安全生产法牢记有办法”创意视频大赛活动。经过一个月

的征集，共收到 25 个安全小短片，大家拼脑力、讲创意、攒

人气，宣传安全生产法，内容涉及安全问答、知识普及、人物

故事、活动快闪、安全活动等方面。

冠军作品《起风了》采用 MV 的形式，由职工自导自

演自唱，画面内容丰富，把安全生产月的活动进行全景

回顾。

来自上航局所属中交医养公司的参赛者徐海龙创作了

主题为《长者安全歌》的说唱，让养老院的老爷爷、老奶奶们

在视频中通过说唱宣讲安全。他说：“在视频制作过程中，

虽然有很多演绎的部分，但恰恰是这些演绎让我们认识到

安全生产的‘真实’和厚重。”

中交上航局安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创意短视频比赛

这种寓教于乐的安全意识宣传形式，更吸引人、更能引起广

大职工的共鸣，因为有了趣味性，职工们才更愿意去收看，

这样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才能更加深入人心。

除了开展创意短视频比赛，中交上航局还通过开展船

岸联合应急演练、新冠疫情分级防控桌面应急演练等形式，

全面检验并完善公司在施工、防疫等各方面应急预案的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提升各层级管理、施工应急处置能力，防

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

中交上航局职工自导自演安全生产创意短视频

寓教于乐牢记安全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