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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工会篇

阅 读 提 示

开通“码上入会”新渠道、打

造“零距离”服务职工的网上幸福

E 站、为职工会员提供多维度服

务……安徽省总工会着力建设智

慧工会，让工会各项工作更加智

能化、科学化、便捷化、普惠化。

安徽省总工会运用新技术和资源手段，推动实现工会服务职工“一张网、一键办”——

智慧工会让职工乐享“云上的日子”

本报讯（通讯员陈秋莲 记者刘建林）记者

近日获悉，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旺庄生铁有

限责任公司在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中，对于有技能会创新者，给票子、面子、位

子，激励一线职工不断成长进步。目前，已经

有 20 名职工从普通工人升为班组长，15 人从

班长升为车间主任，15 人从车间主任升为厂

长或副厂长。

旺庄生铁公司现有职工 1126人。该公司

工会主席刘建国介绍说，自“产改”实施以来，

公司除了强化技能培训外，每年还举办两次技

能大赛，“五小”创新活动长年不断线，成立了 3
个职工创新工作室，让一线创新人才破土冒

尖。近 5年来，共有 300多名职工参加技能竞

赛，其中 50多人通过竞赛晋升技术等级、增加

收入，还有 80名创客常年围绕生产重点难点组

团攻坚。

“在我们公司，只要你想进步，路子是

通的。”原本为仪表工的夏辉说，自己从技

校毕业至今，通过岗位培训、技能比赛不断

成长，参与技改和创新项目 39 个，为企业节

约成本 130万余元。两年前，他被聘为冶炼厂

厂长。

旺庄生铁公司总经理李计平表示，通过

推动“产改”，公司形成了一套一线工人培养

成长的技能导向体系，即培训学习、自学成

才、技能大赛、创新创效和评先选优、奖励提

升的素质提升和成长成才机制。

山西交口县旺庄生铁公司激励职工成长

“只要你想进步，路子是通的”

本报记者 陈华

打开“合肥工会网上聚惠平台”小程

序，搜索附近的工会幸福驿站，然后过去

喝水、休息，偶尔也会用在网上“抢”到

的合肥工会“夏季冰凉券”购买一瓶矿

泉水……在安徽合肥，快递小哥王雨加

入工会后，就把“工会”收藏在了手机里，

可以随时随地享用工会提供的服务。

随着职工生产生活方式日益在线

化，传统的线下型、单向型工作方式面临

严峻挑战，迫切需要与时俱进、改革创

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徽省总工会强

化互联网思维，运用新技术和资源手段

打造智慧工会，努力实现全省工会服务职

工“一张网、一键办”，形成“网上为主、网

上网下相融合”的服务职工新格局，提高

工会办事效率，让职工乐享“云上的日子”。

实现“码上入会”

打开卡友地带 APP，就会看到首页

上方显著位置的“加入工会”菜单，点击

进去后，一个卡通版的入会宣传短视频

展示着加入工会的种种好处，另外还有

“了解工会”“工会服务”“工会活动”“邀请

有礼”等4个板块，提供更多信息和服务。

卡友地带是一家面向货车司机的网

络货运平台，有 200 多万的注册用户。

2021 年 8 月，安徽省总决定通过该平台

开展货车司机网上入会试点。平台货车

司机通过卡友地带 APP，点击入会申请

按钮，经后台判定入会地，就会进入安徽

16 个设区市总工会相应的网上入会端

口，由当地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承接办

理网上入会审批和会籍建立手续。

货车司机王功磊就是通过这个 APP
加入工会的。他说：“如果不是通过网上

入会的方式，我很难花费一天的时间去

咨询，或者去某个地方填一个表格，那样

太费时了。”

除了依托网络平台企业，安徽部分

地市也开发了自己的网上入会通道。合

肥市总工会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

情形的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优化入会操作流程，实现基于地理位置

的“扫码填报”全流程网上操作。蚌埠市

总工会开发货车司机网上入会专用通

道，合理搭建网上工会层级结构，大大缩

短货车司机网上入会时间。

近几年，在安徽，通过网上入会方式

加入工会的会员逐年增多，其中尤以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最为明显。

打造网上幸福E站

每年初，安徽省总都会在网上公开

征集年度为职工办十件实事的意见和建

议。推进业务上网、服务在网，打造网上

幸福 E 站，是安徽省总自打造智慧工会

以来就追求的一个目标。

2016 年 8 月 5 日，安徽省总在芜湖

市召开全省工会信息化建设工作会议，

提出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推进工会

信息化建设发展，构建“互联网+”服务

职工体系，打造“一库、一卡、两网、两系

统”。“一库”是指全省工会系统数据库；

“一卡”是指会员服务卡；“两网”是指工

会门户网和职工服务网，同时配套建设

工会微信和手机 APP 等新媒体；“两系

统”是指协同办公系统和视频会议系统。

平台体系搭建成熟后，一些工会服

务项目逐步向网上转移，不仅内容越来

越丰富，外延也逐渐拓展开来。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安徽

省总首次把全省工会就业创业援助月活

动从线下搬到线上，举办了劳动关系和

谐企业网上专场招聘会等活动。在今

年的网上就业创业援助月活动中，淮北

市总工会策划数十场网络招聘活动，设

计开发“一企一码”招聘模式，做到扫码

浏览信息、报名参与、视频面试录用“无

接触”。

联系服务职工实现新突破

2018 年 6 月，随着安徽职工服务网

的上线运行，安徽智慧工会云平台的

“一库、一卡、两网、两系统”全部建

成，“互联网+”服务职工体系也初步

成形。

据了解，政务上，搭建了全省工

会系统纵向到底的办公网络和视频

系统，政务工作更全面、更便捷、更精

细；服务上，将工会各类服务职工项

目在网上一站式整合，职工可以通过

手机端或电脑端上网，便捷发现服

务、享受服务；商务上，坚持“以网养

网、持续有效运行”，整合优质商家、

便民应用，为职工会员提供多维度

服务。

通过安徽智慧工会云平台的运

行和使用，工会各项工作变得更加智

能化、科学化、便捷化、普惠化，在联

系职工、服务职工上也都实现新的更大

突破。

2021 年 5 月，蚌埠市总通过全资

引入社会资金建设运维的智慧工会云

平台——“蚌工 E 家”投入运营；近几

年，中铁四局工会通过“云端职代会”

的形式，让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职工代

表实现“云端履职”……近年来，安徽

各级工会都加快了智慧工会的建设步

伐，不断深化“互联网+工会”普惠性

服务。

威海外卖骑手全部加入工会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张嫱 通讯员夏丽

萍）记者从山东省威海市总工会获悉，截至目

前，该市 1466名外卖骑手全部加入工会，实现

了工会组织对该市各区市、开发区外卖骑手

的全覆盖。

为方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威

海市总在入会方式上进行创新。职工只需安

装“齐鲁工惠”APP 或关注微信“齐鲁工惠”小

程序，即可实现网上入会；对于单位未建立工

会的职工，也可申请加入单位所在地的网上

“会员之家”，享受会员服务。今年，威海市总

依托美团、饿了么等企业，成立了外卖行业工

会，为外卖骑手打造权益维护和日常服务的

平台。

蹲 点 日 记

本报讯（记者邹倜然 通讯员张永炳）近

日，位于浙江省湖州市的浙江正导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职工王新龙提交的“五小”创新成

果，预计每年可为公司节约电费 11万元左右，

他因此获得 4000元奖金。

这一能级工资奖励制度是正导技术公司

职工方与企业行政方“谈”出来的。为解决职

工技术等级、所获荣誉与收入增长不匹配，技

能型工人流失率高等问题，该公司工会以工

资集体协商为抓手，推行能级工资。日前，在

公司职代会上，职工代表与企业方签订了新

一年度的《能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在《能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中，以技提

薪、以技留人得到充分体现。比如，职工技能

等级与薪资挂钩，高级技师、技师每月分别能

获得 600元、300元的补贴；持有技能等级证书

的一线职工，优先晋升车间班长、主管；科技

创新成果被采用且产生经济效益，能得到专

项奖励；在各级技能竞赛中获得名次者，给予

500元~6000元的一次性奖励；每年通过“名师

带徒”机制提拔中层技能人才 10人，提高人均

年收入 8000 元；获得各级劳模荣誉和五一劳

动奖章的，每月给予 200元~500元津贴。

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今年的集体合同

中首次增加了股权激励条款。一线工人在公

司拥有 5 年以上工龄，可优先购买最高 60 万

元的股份，职企共享发展红利。

今年，在该公司所在的湖州市南浔区，区

总工会举办了电线电缆检验工技能比武中，

该公司职工沈国祥、周黎黎分别获一、二等

奖，他们的师傅陈增荣也得到了 3500 元奖

金。“多亏了能级工资集体协商，让我面子、里

子都有了！”陈增荣说。

正导技术公司工会主席沈晓红向记者提

供了两组数据：2021年公司劳动争议为零，职

工工资较上年上涨 22.8%，离职率低于 2%；企

业营收较上年同比上涨 40%。

“能级工资集体协商完善了工资集体协商

体系，平衡了企业与职工的利益，最终实现职

企双赢。”沈晓红说。

本报讯（记者王伟 通讯员卢克余 秦志

贵）“作为今年的优秀职工，被公司奖励了，这

对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近日，江苏淮安中通

物流有限公司职工孙巧兰说。她获得的奖励得

益于该公司签订的能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5月28日，在淮安市淮安开发区总工会见

证下，淮安中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能级工资

专项集体合同，涵盖 900多名物流企业职工。

该集体合同明确规定，公司对职工“五

小”创新成果被采用且产生经济效益的，在

岗位上研发的科技创新成果、发明专利等，按

实际产生效益的0.1%进行奖励；对获得高级工、

技师、高级技师职称的，每月给予 50 元～600
元的补贴；职工在各级各类岗位技能竞赛中

获得较好名次的，每次补贴 200 元～400 元；

对职工荣获各级劳动模范（工匠）、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各级道德模范、最美（文明）职

工、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每次奖励 500元～

800元；对通过学历提升或到企业工作的全日

制大学本科以上的技能型人才，每月补助 50

元～100元。

能级工资将职工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

薪酬待遇与获得荣誉激励配套，突出多劳多

得、技高多得、贡献大者多得。“既能提升技能

职工待遇水平，激励他们创新创造，又能帮助

企业培育技能型人才，企业和职工都是受益

者。”公司工会主席张蒙说。

将能级工资写入专项集体合同，是今年

淮安区总工会推广集体协商的重点。在区总

工会集体协商指导员指导下，淮安中通物流公

司将能级工资纳入协商内容，职工方与企业方

就创新创造成果奖励、技术技能类津补贴、各

级荣誉类专项奖励和学历提升类津补贴等内

容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淮安中通物流

有限公司区域经理从宇认为，能级工资不仅让

职工收入提高了，也增强了企业效益。

淮安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全

区物流行业在工业园区内集中、园区外“小散

多”的实际，该合同的签订为物流行业提供了

蓝本。

能级工资协商促进职工和企业双赢
浙江正导技术：“谈”出奖励待遇 留住技能人才
淮 安 中 通 物 流 ：职 工 收 入 高 了 企 业 效 益 强 了

8月 29日，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老年大学里，金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老师在现场
指导农民学习网络直播带货技能。8月下旬，金东区农业农村局在孝顺镇开办网络直播带货
培训班，来自全镇各行各业的 50位农民参加为期 5天的免费学习，内容涵盖直播间场景搭
建、直播话术、开播实操等各方面。 胡肖飞 摄/人民图片

培训直播带货技能

本报讯（记者吴铎思 通讯员景双善）8月

29 日，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头屯河区）的新疆西尔丹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59 名职工正在生产线前忙碌。得益

于乌鲁木齐市总工会近段时间采取的助力疫

情防控措施，目前，该公司生产线运转正常。

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乌鲁木齐市总积极

作为，多举措助力疫情防控。为降低疫情给企

业带来的影响，乌鲁木齐市总日前向辖区新疆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56家重点企业紧急

下拨经费 234万元，用于助力企业统筹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确保防疫生产两手抓。

8月 27日，乌鲁木齐市总向各基层工会下

拨 769万元，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疫一线的

下沉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慰问品以防寒保

暖物品、应急食品为主。各级工会第一时间

了解防疫一线人员的现实需求，积极协调各

方，采取不同方式，分对象、分批次进行慰问。

自 8 月 15 日起，经开区（头屯河区）总工

会向片区管委会、社区（村）、区防疫指挥部及

工作专班小组等一线职工送去价值 49.1万元

的慰问品。高新区（新市区）总工会先后向区

疫情防控指挥部和社区防疫一线送去价值

110 余万元的防疫物资。天山区总工会筹措

经费 108.5万元，慰问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和社

区抗疫一线干部职工。

此外，乌鲁木齐市总还组织动员 3206 名

工会志愿者投入疫情防控工作，配合社区开

展核酸检测、居民生活物资保障、环境消杀、

垃圾清运、照顾独居老人等志愿服务。

乌鲁木齐市总防疫生产两手抓

应急物资和志愿服务送到一线

□黄莉

7月8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驻梧州市蹲点工

作组联合当地工会举办货车司机入会仪式。现场，我们

为永达龙海物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颁发工会牌匾，给

新入会的货车司机赠送清凉用品。

这个结果来之不易——仪式结束后，工作组每名成

员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龙海物流有职工 118人，其中货车司机 103人。今年

5月我们第一次到该公司走访时得知，公司没有建会，眼

下最发愁的是因疫情运输业务受到影响。

企业没有建会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为企业和职工排

忧解难？一连串问题摆在面前，我们意识到：发动企业建

会，首先要让企业充分了解工会，看到工会发挥的作用。

我们迅速联系梧州市交通运输局，针对龙海物流受

疫情影响车辆无法正常运输等问题进行沟通。5月底的

梧州已进入主汛期。我们冒着狂风暴雨，联合梧州市交

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龙海物流，帮他们解决运

输业务受影响的问题。

看着空旷的场地，我问车队队长：“司机大哥们怎么

休息？”队长说：“一般都是晚上睡一觉，白天发车。碰到

疫情需隔离，只能在园区简陋的房间里凑合一下。”

我萌生了帮龙海物流建立“司机之家”的念头，车队

队长听说后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工会还有这服务？”我笑

答：“是啊，工会就是专门为职工服务的！”

第二次来龙海物流，我们没有提建会的事，因为我知

道我们做得还不够，企业还不够了解工会。

6月 15日，我们第三次来到龙海物流，这次是来邀请

他们参加即将在园区举行的“送法入园区”法治宣传暨应

急安全知识讲座。临走时，车队队长腼腆地问我：“我们

还没加入工会，为什么你们还那么热情地邀请我们参加

工会活动？”“我们希望你们多多了解工会。”“请问如何加

入工会？”这一刻我知道，我们开始走进职工心里。

如今，工会建起来了，我们帮助公司工会在园区货车

司机聚集点建设“司机之家”的行动也在进行中。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财务部）

当车队队长问“如何加入工会”时，我

知道我们开始走进职工心里——

3次上门后，货车司机有了“家”

本报记者 黄仕强 本报通讯员 张婷婷

“相信缘分”“颜值不用太高，靠谱就好”……日前，重庆首

个落地在上班族身边、适合年轻人自主脱单的“恋爱星球”脱

单时空站活动在重庆两江新区上线，200多个恋爱漂流瓶里，

写满单身职工对爱情的期许。

“恋爱星球”脱单时空站活动以“上班，顺便脱单”为主题，

由两江新区总工会主办，两江新区团工委、妇联协办，星系列

楼宇工会联合会承办，致力于为楼宇园区单身职工提供新型

社交平台。

8月 4日下午 6点，正值下班高峰期，记者在现场看到，不

少上班族前来探索这个“脱单宝藏”。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恋

爱星球”脱单时空站提供脱单小纸条、漂流瓶等，参与者只要

扫码完成线上登记并填写基本资料即可。每位填写人还可查

看一个漂流瓶中的纸条，寻找缘分。

“今天刚刚听说消息，专门和同事下来填写漂流瓶需要的

信息，希望能顺利脱单。”在渝兴广场工作的程序员夏舟（化

名）说，“这样的交友方式正是我们年轻人喜欢的。”

“‘恋爱星球’脱单时空站活动将全天开放，当夜晚来临，

现场精心装饰的星空、大门、漂流瓶将全部点亮，营造浪漫的

氛围。”星系列楼宇工会联合会主席刘海燕说，时空站不仅作

为单身职工交友的平台，也可作为户外劳动者的休息港湾，将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群体职工的需求定期更换主题和内容。

此前，星系列楼宇工会联合会还打造了“来自星星的你”

“星光白领学校”等服务品牌，长期为园区企业职工搭建交友、

培训等平台。目前，已经举办活动 700 余场次，服务职工 4.7
万人次；开展培训 300余场次，2万余名职工参加培训。

楼宇里的“爱情漂流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