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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彭冰 柳姗姗）经过两年多的大

规模改造，近日，吉林省辽源市工人文化宫焕然一

新开放，明亮雅致的内外环境、精心设计的模块分

区、国内一流的设备设施，全面升级的工会服务，

让广大职工感到喜悦非常。

“辽源市工人文化宫始建于 1962 年，1993 年

因功能调整而拆除，并在原址建成现在的 T 字形

大楼。按照全总和省总关于恢复工人文化宫职能

的要求，2020 年开始，我们对整栋楼进行全方位

维修改造，在此打造了两（个）中心、两（个）基地，

即职工服务中心、职工活动中心、工人网红基地、

职工教育培训基地，以充分发挥文化宫的多维作

用，不断提升职工的生活品质与素质技能。”辽源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杜立智说。

走进职工服务中心，记者看到，这里可以提

供困难帮扶、医疗互助、法律援助、就业咨询、

心理关爱等一条龙服务。以就业服务为例，今

年的疫情使部分群体就业受到很大影响，为大

力促进就业，助力复工复产，该中心通过线上

和线下两个平台，积极组织专场招聘会，迅速

提供就业岗位 4000 余个，受到职工和企业的热

烈欢迎。

职工活动中心配备有健身设备 65 套，总投

资 49.3 万元，可同时接纳健身职工近 100 人次。

此外，该中心还有书法室、美术室、茶艺室、音乐

室等培训和活动场所。工作人员介绍：“考虑到

在岗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时间，我们下班后提

供延时服务至晚 9 时，预计年培训和接待职工 3
万人次。”

在职工教育培训基地，辽源市总倾力打造

了集工会干部培训、党史学习教育培训、职工再

就业培训、在岗职工职业技能培训、职工业余爱

好培训为一体的“五位一体”大培训平台。特别是

其中的“党史学习教育培训”，内容丰富、形式新

颖，妙趣横生的先进载体，向职工提供了身临其境

学习党史知识、铸牢理想信念的优质平台。

为把职工教育培训工作做实做优，辽源市总

工会还在文化宫内职工教育培训基地建设了“超

智慧”的职工书屋，职工扫描二维码就能把 3万本

有声电子书带回家的有声图书馆……

工人网红基地则是辽源市总培育工人网红队

伍的重要阵地，工会为每个直播间配置了直播设

备，并提供电商培训、直播货品、运营服务等，帮助职工学习新技能、进军新业态，提升

生活品质、助推经济发展。

“文化宫面貌焕然一新，今天我和伙伴们来参加活动，每个成员都洋溢着幸福的

笑脸！”作为辽源市重要的职工合唱队伍，“依韵合唱团”团长宋一由衷地对记者说，

“特别感谢工会为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所付出的心血。我们今后一定会更加努力，为繁

荣辽源市职工群众文化生活献上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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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2日宣布：9月 14日至 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并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记者

山峦起伏，草原壮美。辽阔的中亚

大地即将迎来尊贵的朋友。

9 月 14 日至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出席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并

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乌

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米尔济约耶夫邀

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奏响合作之声，凝聚众行之志。新

时代中国将与各国一道，沿着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人间正道开启新的征程。

弘扬“上海精神”引领发展方向

上海合作组织，首个以中国城市命

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今已走过 21个

年头。从最初的 6 个成员国，发展到如

今的 8个成员国、4个观察员国和多个对

话伙伴，“上合大家庭”不断壮大，已成为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的重要力量。

“上海合作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

力、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创造

性地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主

张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

明、谋求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曾这

样揭示上合组织不断发展的“密码”。

遵循“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将来

自不同地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有着

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凝聚在一起，产

生强大的集体之力、团结之力、合作之

力。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各国合力走

出“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的新路，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

上坚定相互支持；（下转第 3版）

擘画上合发展蓝图 共促地区繁荣稳定
——写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近日，北京市

丰台区人社局在中建一局五分公司、中

建二局三分公司项目建设地两处挂牌成

立“候鸟式”流动务工人员之家。这打破

以往固定场所的模式，务工人员之家随

着项目建设地的搬迁而“迁徙”，真正做

到一线职工在哪里，哪里就有他们温暖

的“家”。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建成

173个务工人员之家。

在项目施工现场，丰台区人社局开展

了以“工伤保险伴你同行”为主题的专题

讲座，通过政策解读、现场咨询、发放宣传

折页等多种形式，普及宣传工伤保险政

策，40余名农民工参加了专题讲座。

据介绍，丰台区按照“1+N”模式，全

力推进务工人员之家建设，并以务工人

员之家实体化建设为载体，搭建职能部

门、企业与务工人员三方交流、沟通的平

台，在政策咨询、职业技能提升、劳动权

益维护、就业困难援助等方面提供多项

服务，全力提升一线职工的安全感、获得

感、幸福感。

据悉，今年以来，北京务工人员之家

举办活动 840余场，提供就业、维权等服

务，服务 30多万人次。北京将统筹全市

各区结合实际，加大建设力度，拓展服务

职能，延伸服务范围，建立长效和互动

机制，在一线职工就业培训、权益维护、

子女教育、医疗健康、融入城市等方面

提供帮扶，鼓励一线职工爱岗敬业、努

力奋进，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北京建立“候鸟式”流动务工人员之家
目前已建成 173个，服务 30多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近日，记者

从海南省总工会了解到，为助力疫情

防控，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海南总工会

出台《关于加大工会经费投入助力疫

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措施》）。记者了解到，《措

施》分别从省总层面、市县（区）工会层

面和基层工会层面制定了 26 项助力

措施。

根据《措施》，海南省总将新增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关爱资金。在 2022
年度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货车

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

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包括专

项医疗互助保障在内的安全保护、健

康体检、意外伤害保障、送温暖、送清

凉等权益保障服务方面的支出。

《措施》提出，将深化劳动和技能

竞赛活动，组织开展“建功十四五 奋进

自贸港”劳动竞赛，组织开展 2022年海

南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咖啡师技能

比武等活动，发挥劳模和工匠人才创

新工作室、职工创新工作室的示范带

动作用，激发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热情

和创新活力，搭建职工技能提升和创

新创效平台，帮助企业克服疫情影响

加快复工复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南省总将持续开展“暖心留工

助发展”工会关爱送温暖行动，确保留

琼务工人员安心工作、开心过节、舒心

生活，将对节日期间不停工的省重点

项目务工人员发放补贴，为省重点项

目提供用工保障。

同时，海南各级工会将加大送温

暖帮扶力度。在做好建档立卡困难职

工中央财政帮扶的同时，各级工会统

筹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加大经费

投入，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特困行业

和发生临时性、突发性生活困难职工

及时开展慰问，帮助其渡过难关。

在落实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

政策方面，海南省总将做好宣传落实

和建会入会工作，做到应返尽返。在

支持中小微企业方面，海南省总对承

租省总本级所属房产的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减免一定期限的租金等。

海南省总26项举措
助 防 疫 促 发 展

近年来，广西大力提升西部陆
海新通道枢纽作用，越来越多企业
选择借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发
展。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
已覆盖我国中西部16省（区、市），货
物通达全球 1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5个港口。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广西提升西部陆海
新 通 道 枢 纽 作 用

新华社记者 高敬 胡璐 黄垚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

的经济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

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

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

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绿色答卷”令人民满意、世界瞩目

夏日的白洋淀，碧波荡漾，荷红苇

绿。辽阔的水面上，一群活泼可爱的青

头潜鸭幼鸟跟随“父母”在芦苇丛中穿

梭。这意味着，世界极度濒危物种青头

潜鸭将白洋淀作为了繁殖地。

近年来，通过系统治理，“华北明珠”

白洋淀水质从劣Ⅴ类提升至Ⅲ类，进入

全国良好湖泊行列，生物多样性显著增

加，生态环境治理实现阶段性目标。

白洋淀的生态之变，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一个生动

缩影。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高度，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

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

指南。

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

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增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党

章；生态文明写入宪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从历史长

河来看，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能留给后

人点什么，我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很重

要的一个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最能给老

百姓带来获得感，环境改善了，老百姓体

会也最深。”

9 月 1 日，2022 年服贸会，首钢园

里一个展位上，3000 多张照片引人注

目——

从 2013 年开始，北京市民邹毅坚持

每天早上拍摄同一地点的天空。2013
年 2 月的照片里，灰蒙蒙的色调占据了

大多数画框。今年 2 月，蓝天已经成为

照片中最亮丽的风景。

（下转第 3版）

美 丽 中 国 展 新 颜
——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述评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沈亚红

步入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平山社

区的新视艺创客公园正门，跃入眼帘的

是醒目的工会 logo。经改造，该园区旧

貌换新颜，成了职工服务中心和“工会一

条街”。夜幕降临，霓虹闪亮。“工会一条

街”满是人间烟火气。

《工人日报》记者了解到，该职工

服 务 中 心 是 南 山 区 第 一 个 完 成 规 范

化、标准化独立建设的街道级职工服

务中心，“工会一条街”更是深圳市首

条工会与商铺合作的商业街。南山区

桃源街道总工会以此为阵地，为辖区

广大职工提供近距离、多维度、立体式

的工会贴心服务。

“一街一场一中心”

作为深圳市首条“工会一条街”，这里

汇集商家普惠、工会文化、暖蜂驿站、职工

舞台、创客市集、窗口宣传六大元素。

在街道两头，分别设有暖蜂驿站北

站及东站。驿站内窗明几净，空调冷气

十足，外卖小哥在暖蜂驿站内休息纳凉，

给手机充电。

街道左侧的“味蕾时代职工餐厅”，

桃源街道总工会合作商家为职工会员提

供一日三餐折扣优惠。

继续前行，则是职工声浪舞台。工

会在此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讲好

工会故事，传播工会声音。拥有才艺、热

爱表演的青年职工，不仅可在舞台上一

展芳华，还能利用“职工户外 KTV”“工

会音乐角”展示才艺。

此外，在特定的日子，“工会一条街”

还会举办创客市集，五花八门的新奇文

创琳琅满目，引人驻足。

除了“工会一条街”，桃源街道总工

会职工服务中心还“立体发展”——向天

空要舞台。在“工会一条街”“职工服务

大厅”的物理空间里，立体化构建职工文

体活动场所，“一街一场一中心”为职工

活动拓空间聚动能。

职工服务中心阵地，即职工服务大厅，

设于园区内唯一的国家级众创空间——B
座三楼的U&P联合工社。一站式服务窗

口、职工书屋、文体活动室、爱心妈妈小

屋、心灵驿站、法律调解室、职工健身

区、职工能量营等构成职工服务中心

多功能服务区，让职工会员充分体验

“职工之家”的贴心服务。

园区 A栋顶楼天台设有职工之家

PARTY 花园及天台运动场。蓝天白

云，远山苍翠，为职工社交、运动、放松

提供了一个心旷神怡之地。

“568”立体化职工服务体系

新视艺创客公园是位于桃源街道

平山社区民企科技园，入驻企业达

200 家，职工总数约 1.1 万人。园区可

用于职工服务中心建设的面积达 600
平方米。

（下转第 3版）

创客、运动、搞文艺，“568”立体化服务，打造职工的“心安桃花源”——

深圳首条“工会一条街”开街

9月 7日，在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磨西镇，四川省冶勘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的6名
调查队员携带装备搭乘直升机前往海螺沟景区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工作。

截至9月10日上午，在海螺沟景区 1 号营地坚守三天三夜的调查队员才搭乘
直升机安全返回磨西镇，带回了第一份海螺沟景区地震灾后地质灾害发育情况的
资料。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六勇士挺进海螺沟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