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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工会篇

阅 读 提 示

实施产教融合打通产业工人

成长成才“快车道”；多样化、精准

化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

“法院+工会”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

作化解纠纷……江西省总工会坚

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断

提升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江西省总工会以职工为中心，大力推进“产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等工作——

多点发力把服务做到职工心坎上

本报记者 王晓颖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省总工会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以职工为中心的

工作导向，围绕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及服务工作、推

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等方面多点发力，不

断提升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打造产业工人成长“快车道”

“在产教融合的教学培养模式下，我

的技能得到很大提升，并且晋升为设备

调试组组长。”九江萨普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职工余孔明说。

在江西省总工会指导下，九江市

总工会与九江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成立

新时代产业工人学院，通过“学院+园

区+企业”产教融合模式推动产业工人

技能提升。

截至目前，该学院与 18家企业联合

开展了新型学徒制培训，建立企业实践

基地 5个，建成职业培训管理服务平台，

开 展 各 类 培 训 290 期 ，培 训 产 业 工 人

21824人次。

近年来，江西省总工会按照政治上保

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

的总体思路，大力推动《江西省新时代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落地落

实。如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推动

将所有工种纳入政府补贴培训范围，加大

普惠性培训力度，同时实施“1+N”线上补

贴性培训组织模式，开发江西省补贴性线

上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平台；在推进职业教

育改革方面，推动出台《江西关于整省推

进职业教育综合改革提质创优的意见》，

推进产教训融合，政社校企协同，构建纵

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教体系。

瑞昌市新时代产业工人学校开设

计算机应用、数控技术等专业，为产业

工人提供业务技能理论和实操培训；

樟树市工匠学院通过开设培训班、进

企业培训等方式，为产业工人提供学

习机会……江西各级工会聚焦素质提

升，畅通产业工人发展通道，广泛组织

开展岗位练兵、技术交流、技能培训等

活动，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产业工人大军。

精准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炎炎夏日，收到来自工会的清凉

礼包，很感动。”外卖骑手熊志文说。今

年 7 月至 8 月，江西省总工会在全省范

围内组织开展“关爱职工 夏送清凉”

活动，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的

急难愁盼问题，为他们提供多样化、精

准化服务。

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是一项

长期性、系统性的工作。为解决无固定

用人单位的货运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

员、网约送餐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

会难的问题，江西省总工会推动该省出

台《江西省企业工会工作条例》。该法规

于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明确了入会

形式，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提供了

有力的法治保障。

随着越来越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回

到“娘家”，如何保障这类群体的合法权

益、探索服务模式成为江西各级工会的

新课题。为此，江西省总工会出台《关于

开展零工经济就业群体入会服务工作的

实施方案》；南昌市总工会推动成立该市

零工经济工会联合会；宜丰县召开全县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工代表大会……江

西各级工会先行先试，用机制建设闯出

新路径。

据统计，2021 年，江西省各级工会

共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 46.65 万

人，形成了“四转一响”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建会入会的工作格局。

今年，江西省总工会推出 20项举措

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涵盖思想引领、

加快推进建会入会、维权保障、加强素质

能力建设、提供优质服务等 5个方面。

“法院+工会”合力化解劳动
争议

今年 7 月，在吉安市吉安县“法

院+工会”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

的调解下，付某和公司签订调解协议，

他被公司拖欠的 11 万元工资终于有

了着落。和他一起讨薪成功的还有

20 多名农民工。这是江西省法院与

省总工会联合在全省推广“法院+工

会”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的缩影。

2019年，江西省总工会联合省高院

在南昌、九江、赣州等3地开展“法院+工

会”诉调对接试点工作，发挥法院司法能

动性和工会服务民生的职能作用，将

“诉”的刚性、权威性和“调”的柔性、便捷

性结合起来，形成化解劳动争议的合力。

早在 2015 年，江西省总工会在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过程中就进行了相关

探索。省总首创“三师一室”维权模

式，用“沙龙茶叙”代替“圆桌会议”，同

时将“三师”服务阵地挪到工业园区，

让关口前移、服务下沉，力争实现劳动

争议不出工业园区、不出企业，推动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

据统计，目前江西省共有近 2000
名“三师”成员，为 101.8万名职工提供

维权服务。

本报记者 黄洪涛

“沙老师，您走在那么高的吊机架子上

时，不害怕吗？”“刚开始爬塔吊，我也很害怕，

但勇敢一点，真爬上去，就一点也不害怕了。

时间长了，不仅不会害怕，还会从中获得很多

乐趣呢！”

这是全国劳模、南京港机重工制造有限

公司研发中心经理沙夕兰和一名学生的对

话。今天下午，在江苏省南京市拉萨路小学

分校方兴小学报告厅内，江苏省教育科技工

会组织开展的劳模工匠走进中小学延时课堂

“开学第一课”精彩上演，3位劳模工匠走进课

堂，分享成长故事，讲述奋斗历程。身为机械

工程师，劳模沙夕兰的讲述让孩子们听得兴

致盎然，不时提问。

“沙老师，您是巾帼不让须眉的‘花木

兰’，用毅力和坚持征服了‘钢铁侠’。您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学生张晰文代表大家送上精

心准备的画作，台下爆发出热烈掌声。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电子对抗副总研究师

戎建刚走上讲台，讲述了他从事导弹研究工

作的故事和体会。“作为航天人，要有时刻挑

战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希望你们也一样，不怕

困难、顽强拼搏、茁壮成长！”戎建刚说。

“这堂课是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全国

先进工作者、拉萨路小学教育集团董事长、方

兴小学校长严瑾在讲述了自己的奋斗故事

后，深有感触地说。

江苏省总工会副主席井良强说，今年，省

教科工会将邀请百名劳模工匠走进中小学延

时课堂，讲好劳动故事，分享奋斗历程，激励

和引导学生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本报南京 9月 1日电）

“这堂课是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

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通讯员 蒋淑芳 蒋少萱

“我这学期的计划是向劳模看齐，学习

他们持之以恒的品质和精神！”8 月 29 日上

午，聆听劳模们讲述的奋斗故事后，广西壮

族自治区桂林市平山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莫

瑜婷说。

当天是桂林市小学开学的第一天，由

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教育厅、桂林市总工

会主办的“劳模工匠进学校 思政教师进企

业”活动走进平山小学，把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送到同学们身边。

活动中，自治区“双进”活动讲师团成

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桂林交通控股公交集团平山场站党支

部书记夏四初鼓励同学们：“一切平凡的人

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

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来自桂林市

公交公司的自治区劳动模范龙凤军、胡天

顺、莫伟平也用朴实的语言，讲述自己努力

为乘客提供优质服务的事迹。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只有全身心地投

入工作，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

凡的业绩。”劳模代表们用一句句朴素的话

语、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引起了全体师生的

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随后，劳模向学生代表赠送了勤廉寄

语卡，收到寄语卡的同学纷纷表示，要自觉

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努力成长成才。

“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劳模，他们更能听

得进、学得进，更能感受到榜样的力量。”平山

小学校长陈萍表示，希望孩子们学习劳模身

上勤劳、无私的闪光品质，做一个有益于社会

的好少年。

聆听奋斗故事 感受榜样力量

开学第一天，劳模进校园

本报记者 邹倜然

今天下午，浙江省金华市荣光学校内，

在大合唱《劳动最光荣》的歌声中，浙江省

劳模工匠进校园“开学第一课”活动拉开了

帷幕。活动主题为“劳动铸美德，匠心向未

来”，旨在培养学生从小树立正确的劳动价

值观。

“通过劳动，我学会了真诚善良，懂得

了感恩，这些品质让我受益终身！”今天的

第一位老师——全国先进工作者、金华市

荣光学校校长徐锦生，以人生中几件难忘

的小事，讲述了劳动美德对其一生的影

响。同学们听得十分投入。

随后，在一场精彩的婺剧表演中，孩子

们的第二位老师——第 30 届中国戏剧梅

花奖榜首获得者、婺剧团代表人物楼胜走

上讲台。

“39 摄氏度的高温下，我们穿着棉袄，一

练就是一下午。冬天也一样，在雪地里练功，

手脚常常被冻得没有知觉！”楼胜用自己学艺

的经历，为同学们诠释了什么叫“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金华职业技

术学院智能化精密制造产教园主任章跃洪，

则通过一个实验，为同学们解释为何精密制

造中要做到一丝不苟。他拿出两个轴，一个

没有公差，另一个的公差为一丝。在实验中，

没有公差的轴缓缓落入轴套中，严丝合缝。

而另一只则卡在一半。

“一丝不苟原来是这样来的！”章跃洪的

演示引得同学们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

活动现场，金华市总工会还向首批 10 个

劳模工匠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授牌，向首批 10
位劳模工匠劳动教育指导老师颁发证书。

（本报浙江金华 9月 1日电）

“一丝不苟原来是这样来的”

本报讯 （通讯员孟未）近日，中国职工技术协会向各城

市发出邀请，将联合 50座城市共同开展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城

际活动。目前，活动报名工作已经开始，全国县级市及以上城

市（含直辖市的区）的工会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均

可报名。

据介绍，此项活动通过城际活动的组配和互补，提升全国

城市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的整体水平，培育更多优秀赛事。

城际活动竞赛的工种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

典》录入的职业和工种、全国小众但属本地大众的特殊职业和

工种，以及本地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待兴业态急需的职业和

工种。同时，将推出以生产岗位为赛场、生产指标为赛题、多

工种协同为赛点的赛事以及多工种协调竞赛，使竞赛活动与

企业生产实际结合得更加紧密。

此外，职工技能竞赛城际活动将通过建立全国城市的赛

事榜单、把地方赛事升格为全国性赛事、共建共享专家库和数

据库、命名一批培训实训基地等，让小众工种走进大众视野，

让更多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建树城市活动新品牌。

50城联手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城际活动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8月以来，青海出现今年入汛后最强

降雨过程，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青海各级工会积极行动，参

与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省总工会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全省各级

工会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带班制，积极配合党委、政府以及企事业

单位做好防汛救灾、隐患排查、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等工作。

8月 18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青山乡、青林乡因

短时超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青

海省政协副主席、省总工会主席马吉孝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向

西宁市及大通县了解情况，就工会组织配合做好救灾工作、加

大对受灾群众的生活物资保障提出要求。省总工会紧急拨付

突发灾害应急补助 30万元。

西宁市总工会迅速对接县乡两级工会，掌握受灾情况并

开展慰问帮扶工作，在青海省总拨付补助的基础上，配套 30
万元补助资金，向大通县总工会拨付共计 60万元的省市两级

工会补助资金，用于应急救援、受灾职工群众慰问等工作。

大通县总工会闻“汛”而动，组织动员全县各级工会和工

会干部投身防汛抗洪抢险救灾行动，并及时调拨物资，走访慰

问抗洪救灾一线职工和受灾职工群众 4000余人次，送去价值

8万余元的生活物资和防汛物资。

此外，青海各级工会还深入摸底排查，及时了解掌握洪涝

灾害对职工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建档立卡困难职工

的受灾情况，加大帮扶救助力度，在正常帮扶的基础上增发临

时性生活补助，切实保障其家庭基本生活。同时，看望慰问防

汛抗灾一线职工，为坚守防汛一线的职工提供后勤服务保障。

青海工会积极参与防汛抗洪抢险救灾

本报讯 （记者张翀 通讯员武涛 黄莉）近

日，湖北省总工会、省住建厅联合召开座谈

会，对 2022 年湖北“最美物业人”和提名人进

行命名。

据了解，此次选树活动由湖北省经贸

工会、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协会首次共

同举办。活动自今年 3 月启动以来，受到

物 业 企 业 和 从 业 人 员 的 广 泛 支 持 。 经 基

层推荐、严格选拔，最终产生了 10 名湖北

“最美物业人”和 10 名湖北“最美物业人”

提名人。

命名座谈会上，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

协会发出倡议，号召全省物业行业和从业人

员争做共同缔造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的参与

者、引导者和践行者。

湖北命名首批“最美物业人”

8月30日，2022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
宣讲进工地”活动（第48场）在中建二局珠海机场改扩建工
程项目举行。该活动由民政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共同指导，
中建集团主办，中建二局承办，中建二局华南公司协办。

图为暑期来工地与父母团聚的项目职工子女在珠海
莲洲机场参观机库和特种车库，体验模拟真机飞行。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付洪波 摄

“小候鸟”体验真机飞行

本报讯 （记者张玺 通讯员程志会）“今

天的培训让我们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有了全

面了解。”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团委、

妇联）日前组织开展的民主管理工作培训，以

动漫微课、线上答疑形式为企业职工代表讲

解新形势下如何开展职代会工作，受到参训

人员好评。

据悉，为提升职工代表履职水平，推进企

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工作，天津经开区总工会

推出建机制、强师资、转方式、增扶持等 4项举

措。此次培训就是对这 4项举措的具体落实。

在建机制方面，天津经开区总工会明确

规定加强职工代表专业培训力度，提高职工

代表参与企事业单位管理和监督评议的能

力，同时为基层工会开展职代会等工作提供

资金支持；编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辅导手

册》，为基层推进民主管理制度和职工代表履

职提供工作基础和经验参考。

在强师资方面，天津经开区总工会建立

了由 42 名学院讲师、企业讲师和社会讲师组

成的职工代表讲师库，围绕思政理论、工会业

务、法律实务等 6个板块汇总整理 72门课程，

为职工代表提供培训。

在培训方式上，天津经开区总工会把课堂

教学与现场教学、线上教学与线下自学、考察

学习与工作交流结合起来。开展“云端”职工

代表培训，推出 5期民主管理微讲堂系列动漫

微课，组织职工代表通过电脑、手机连线参会。

在增扶持方面，天津经开区总工会加大

专项补贴力度，为符合条件的基层工会给予

最高 120元/人的职工代表培训补贴。

据了解，自 2019年以来，天津经开区总工

会共举办50场8000余人次职工代表培训活动。

天津经开区总工会着力提升职工代表履职水平

42名讲师、72门课程为代表“充电”

本报记者 赖志凯

“16 周岁的小明是个高中生，喜欢跟一

群初中生一起出入网吧，在网吧里，初中生

小刚得罪了小明的朋友，小明便纠集一伙

初 中 生 对 小 刚 拳 打 脚 踢 ，导 致 小 刚 受 伤 。

虽然小明没动手，但最终以寻衅滋事罪被

判处刑罚。”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市丰台

区法院刑庭副庭长王静刚刚讲完小明的案

例，台下的 300 多名高一学生就唏嘘声一片。

面对学生的不解，王静开始给同学们普及相

关法律知识。

9 月 1 日，丰台区总工会组织劳模先进

送法进校园，开展“开学第一课——送法进

校园”主题法治宣传活动。

在北京市第十八中学，王静以《保护

“青春的你” 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学

生》为主题，用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语

言，结合典型案例，利用知识讲座、互动

问答等形式，向学生们普及法律知识，引

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安全意识和底线

意识。

“本次活动增强了全校师生的法治观

念，促进了同学们身心健康成长，为创建

‘平安校园’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高一

年级老师李远说。

学生李文心听完讲座后表示，这场法

律知识讲座让自己收获很多，作为一名学

生，要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丰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

主席王振华介绍，组织劳模先进送法进校

园是丰台工会落实“转作风、解难题、促发

展、保稳定”专项行动的具体举措，未来区

总将把更多的法治活动送进基层。

（本报北京 9月 1日电）

让法治守护“青春的你”

上图为9月1日浙江省劳模工匠
进校园“开学第一课”活动的外场活
动中，金华市荣光学校的同学在“婺
州窑展馆”体验婺州窑制作。

本报记者 邹倜然 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朱婉莹 高铭卉 王杰）

近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杏树园花卉种植产业联合工会成立大

会在昌黎县杏树园村召开，近 200名花商花农加入工会。

据了解，杏树园村是我国北方重要的花卉生产和销售集

散地，全村花卉种植户达到 650 户。今年，市、县两级工会蹲

点组在此调研了解到，杏树园村的农户们希望通过工会组织

这个平台，助力实现花卉产业的品牌打造与升级。为此，蹲点

组在广泛宣传动员的基础上，与地方党委、政府等多方联动，

形成合力，推动杏树园花卉种植产业建会。

秦皇岛花商花农有了“娘家”

学陶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