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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工会篇

阅 读 提 示

建成“四位一体”工会宣传阵

地，打造 519 家职工书屋；每年开

展劳模工匠事迹巡回宣讲，各类

主题宣教活动长年不断线……西

藏自治区总工会从完善制度保

障、开展阵地建设、创新内容形式

等方面多措并举，做好职工思想

政治引领工作。

西藏自治区总工会不断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活动内容和形式，

引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

为雪域高原职工打造美好精神家园

本报特约记者 张中源

今年，西藏自治区总工会举办“中国

梦·劳动美——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

代”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全区各级工会

组织开展比赛 80多场次，2000多名职工

参加演讲，线上线下 5 万多名职工聆听

演讲。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自治区总工

会加大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力度，丰

富工作平台和载体，创新活动内容和形

式，切实肩负起引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

党走的政治责任，为雪域高原职工打造

美好精神家园。

健全完善制度保障

2019 年，西藏自治区总工会举办的

首届“民族团结杯”职工书法作品展收到

职工书法作品 433件，选出入展作品 220
件，在自治区图书馆展览 1个月，累计有

1万多人参观。

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

作，今年 3 月，自治区总工会制定《关于

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区中发挥主力军作用的实施方案》，

实施反分裂斗争教育工程、民族团结先

锋工程、浓厚氛围营造工程、模范人物带

动工程、夯实服务构筑工程等 5项工程，

开展全区工会系统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

创建活动。

近年来，自治区总工会高度重视职

工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体制机制建设，

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新时代产

业工人思想政治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智

慧工会建设领导小组，“四个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及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

作专班，推进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工作、智

慧工会建设、民族团结工作等重点工作。

自治区总工会还先后制定出台《关于

加强新时代西藏工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的实施意见》《关于职工思想引领的制度》

《关于加快推进全区智慧工会建设工程的

实施意见》《“新时代西藏最美职工”推荐

评选工作方案》等一系列制度文件，为做

好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阵地建设提质扩面

近 10年来，西藏自治区总工会不断

推进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的阵地建设。截

至目前，已建成《主人》杂志、西藏工会新

闻网、“高原劳动者”微信公众号、“西藏

职工”APP“四位一体”工会宣传阵地。

2013 年，《主人》杂志由半年刊改版

为季刊，调整栏目设置，丰富内容，改进

版面设计，使其更贴近职工，并扩大了发

行量，目前已经覆盖到自治区乡镇工

会。同年，西藏工会新闻网上线运行，目

前已成为西藏工会新闻信息发布、职工

学习交流的平台。

2016 年，西藏自治区总工会“高原

劳动者”微信公众号上线运营，平均每年

发布稿件 2000 多条。自治区总工会依

托该公众号开展线上知识竞赛、文体活

动、网络投票等，吸引职工广泛参与。如

今，“高原劳动者”微信公众号已经与西

藏各地市工会微信公众号形成新媒体矩

阵，壮大了西藏工会的声音。

2022 年 ，“西 藏 职 工 ”APP 上 线 运

营，作为自治区总工会智慧服务平台，可

实现职工宣传教育、职工维权、职工入

会、职工服务等活动在线上进行。

此外，西藏自治区总工会累计建设

职工书屋 519 家，电子职工书屋使 10 万

名职工受益。各级工会充分发挥工人文

化宫、职工之家等阵地作用，组织开展职

工教育培训、文体活动，其中，开展“送温

暖、送文化、送法律、送政策、送医送药”进

企业 3000多场次，受益职工60万人次。

主题活动长年不断线

“劳模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

今后我将向劳模学习、看齐。”近日，聆

听自治区总工会组织的劳模事迹巡回

宣讲报告会后，拉萨远大建材有限公

司职工苟飞飞表示。

近 10年来，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

前后，西藏自治区总工会都会集中宣传

报道劳模、西藏工匠的先进事迹，并探索

形成劳模、西藏工匠、最美职工等先进

典型的常态化宣传机制。2018年以来，

自治区总工会每年组织劳模、西藏工匠

在全区开展劳模工匠事迹巡回宣讲，以

“身边的人讲身边的事”的形式，向各行

各业的职工讲述劳模精神、劳动故事。

不仅如此，自治区总工会还聚焦

主责主业，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主题

活动，实现活动长年不断线、思想政治

引领有抓手。例如，通过举办贯穿全

年的征文比赛、书法摄影比赛、朗诵比

赛、歌咏比赛、知识竞赛、微视频征集、

展览展示、文艺汇演、教育培训等活动，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建党 100周年宣传教育、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宣传教育等主题宣传教育，以

主题活动为平台和载体，吸引职工、凝

聚职工、引导职工，取得良好的效果。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祝盼

“2021 年末，西安新一轮疫情开始时，卡

车司机逆行疫情防控一线为市民转运物资，

他们是抗疫保供的尖兵卫士……”伴随着轻

缓的音乐，舞台上，主持人闻甜的声音从话筒

里传出，观众席上响起阵阵掌声。

9 月 17 日上午，由陕西省西安市物流行

业工会联合会主办的“致敬逆行者 关爱货运

人——第二届西安市物流运输行业慰问大

会”举行。26米长的大舞台上铺满鲜花，50名

“最美卡车司机”站在舞台中央的红毯上。当

聚光灯打到这些“最美卡车司机”身上时，他

们的脸上满是自豪，眼里泛着光。

大会现场，参会领导和嘉宾登台为“最美

卡车司机”颁发荣誉证书，同时为他们发放

500 元慰问红包，并邀请摄影师为他们留下

“最美瞬间”。

“为卡车司机们点一个大大的赞，他们是

英雄，让我们对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

谢！”陕西省工商业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省总商会党委书记张宏伟说。

慰问大会上，万大军作为卡车司机代表

发言。2021 年疫情期间，他为了运输一批爱

心蔬菜在驾驶室里待了近一天一夜。

“站上领奖台，这是一种尊重和认可。”万

大军感慨道。

“最美卡车司机”站到聚光灯下

本报讯（记者郑莉）中国财贸轻纺烟草

工会五届一次全委会议于 9 月 19 日在河南

郑州开幕。记者从会上获悉，5 年来，中国

财贸轻纺烟草工会紧密结合产业特点，注重

发挥产业工会优势，在团结引导广大职工建

功立业、做细做实维权服务工作等方面取得

了积极进展。特别是稳步推动美团、饿了

么、京东等头部平台企业及关联企业组建

工会，并指导规范外卖配送等平台企业建立

集体协商制度，擦亮产业工会维权服务工作

品牌。

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覆盖财贸、轻工、

纺织、烟草等产业系统。各级工会围绕突破

产行业发展瓶颈和职工提素需求，广泛开展

了具有行业特色的职工职业技能竞赛。5 年

来，全委会累计开展了 87 次 162 个工种全国

行业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各省级财贸轻纺

烟草工会累计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 4600 余

次，涉及职工 2200万人次。其中，纺织行业绿

色发展劳动竞赛和全国粮食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入选“十四五”全国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赛

项目。

5年来，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强化职工思

想教育，组织了专题讲座、劳模宣讲、知识竞

赛、“云课堂”等活动。全委会和各省级财贸

轻纺烟草工会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1600 余场

（次），参与职工达 1800 余万人。与此同时，

选树了一大批轻工“大国工匠”“中国纺织大

工匠”“最美家政人”“焙烤名匠”及“梦桃式

最美职工”“郝建秀小组式全国纺织先进班

组”等先进典型。据统计，各省级财贸轻纺

烟草工会累计开展“最美职工”“行业工匠”

等 推 荐 选 树 活 动 150 余 次 ，推 选 先 进 人 物

3400 余人。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外卖配送员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大量涌现，中国财贸轻纺烟草

工会更加致力于推进平台、互联网企业建会

工作，实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和维

权服务双提升。包括推动美团 80余家合作商

建立工会，并开展了“同舟计划”等关爱活动；

联手饿了么举办外卖骑手集体婚礼、女性外

卖配送员特殊关爱活动，并指导建设“一平

米”温暖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等。此外，中国

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坚持和完善与相关行业协

会的联席会议制度，与有关部门建立联系沟

通渠道，积极参与涉及产业发展和职工权益

的政策标准制订，为职工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擦亮产业工会维权服务工作品牌
指导平台企业建会，举办外卖骑手集体婚礼等活动，为户外劳动者建设“一平米”温暖站点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朱天瑞 匡载

舟）近日，湖北省总工会印发行动方案，提出

于 8月至 12月，集中在全省开展“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建会入会集中攻坚行动”，力争到今年

底前全省发展会员 20 万人以上，其中货车司

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四大

群体会员 10万人以上。

据介绍，此次集中攻坚行动从 4个方面进

行了部署。

扩大建会覆盖面。湖北省总要求各级工

会灵活采取企业“单独建”、龙头企业“牵头

建”、借助行业力量“推动建”等方式，积极推

动互联网平台企业、头部企业及所属子公司、

分公司，以及货运挂靠企业、快递加盟企业等

关联企业依法建立工会组织。着力建设一批

以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主的县级、市级行

业（区域）工会联合会，推进快递物流园区，特

别是省级、市级物流园区普遍建立工会组织。

疏通入会渠道。今年湖北省总开发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网上入会工作平台，打开微信

小程序就能在线上申请入会。同时，将发挥

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乡镇（街道）工会

的兜底和覆盖作用，加强“小三级”工会建设，

灵活快捷地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

做实维权服务。湖北省总将加大权益维

护力度，运用“法院+工会”等工作模式开展新

业态领域的劳动争议调处工作。拓展工会常

态化帮扶覆盖领域，把困难帮扶、金秋助学、

医疗互助、法律援助、就业服务等关爱活动送

到新业态企业和职工中，吸引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主动加入工会组织。

开展普惠活动。湖北省总推出加油优惠、

充电服务优惠、快递寄件优惠等入会大礼包，

只要是通过小程序加入工会的新会员都可以

免费申领。同时，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定制

了专属意外伤害补充保险，最高保额 12万元。

湖北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集中攻坚行动

做实维权服务 吸引劳动者主动入会

本报讯 （记者康劲 通讯员何继强）“每天

清扫完步行街，在户外劳动者驿站喝水、给手

机充电，真是太好了！”李小霞是甘肃省定西市

漳县的一名环卫工人，户外劳动者驿站的建成

使用，让她切身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截至

目前，漳县总工会已建成 12 所户外劳动者驿

站，覆盖全县各乡镇。

今年以来，漳县总工会在县城繁华地段

和乡镇主要公共场所，投资 84 万元建成了风

格独特的轻钢集成房式户外劳动者驿站，内

部设置有职工书屋、母婴休息室、卫生间、充

电区等，配备可供休息的桌椅、净水机、微波

炉、报刊书籍、杂志、电视、应急药箱等，免费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提供休息、阅读、如厕

服务。

不仅如此，在一些乡镇，这些户外劳动者

驿站还增设学习培训、维权咨询等服务内容，

设立“娘家人”服务点，成为服务就业创业的

乡村新阵地。金钟镇寨子川村农民刘文学告

诉记者：“我经常去驿站图书室看书，学习蔬

菜种植新技术，我家有 3 个蔬菜大棚，每个大

棚创收 1万多元。”

同时，漳县各乡镇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免费

举办家政、钢筋工、挖掘机、汽车驾驶、育婴员技

术培训班，累计有困难职工、农民工等 300多人

参加培训，领到技能培训证并找到工作。

此外，漳县工会还以驿站为阵地，推动

当地 40 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的企业建

立工会，吸收 2800 多名就就业形态劳动者

入会。

甘肃漳县：户外劳动者驿站覆盖乡镇

9月 19日，中国石化中原油田文卫采油
厂邀请医疗机构的专家来到卫城健康驿站，
为员工检测血压，介绍如何预防心血管疾病，
确保员工身心健康。该采油厂采取专项体
检、专家课堂、健康驿站等多种方式，向员工
传递健康生活理念。

本报通讯员 马洪山 摄

健康送到一线

本报讯（记者田国垒）日前，山东省诸城市果品产业工会

联合会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专家赵德英为当地果农讲解

夏季果树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听完讲解的村民纷纷表示

学到了不少果树管理技术。这是诸城市总工会发挥农业领域

工会组织作用的一项具体举措。

今年以来，诸城市总找准参与乡村振兴的切入口、着力

点，项目化推进农业领域工会建设，尤其是推进工会组织向

农业产业园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

体延伸。

山东东方田园综合体是全国乡村振兴战略示范基地，总

占地面积 3100亩。诸城市总以东方田园综合体工会牵头，成

立了诸城市果品产业工会联合会，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有效引领周边农民就业创业。据介绍，今年诸

城已成立果品产业工会联合会等涉农工会组织 57家，吸收农

民工会员 1500余名。

为推动农业产业工会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诸城市总

实施工会组织建设项目化经费补助制度。镇街片区（行业、区

域）工会自主申报工会组建项目，设立专项经费用于阵地建

设、会员技能培训、固定资产配备等，对成立的涉农工会组织

给予“六个一”支持，即配强一个工会领导班子、制作一套工会

版面、建成一个职工书屋、赠送一批专业书籍、规范一套台账

资料、组织一次共建活动。

今年以来，诸城市总吸收返聘退休技术人员担任农业领域

工会副主席，组织各涉农工会创新培训方式，将农技课堂“搬”

到田间地头，现场指导传授实用技术。截至目前，开展技术指

导和培训等活动 6场，惠及农民工会员 360余人次。

山东诸城项目化推进农业领域工会建设

让农业产业工会建起来、活起来

本报讯（记者李玉波 通讯员孙凯）近日，在内蒙古自治

区总工会维权服务保障中心、巴彦淖尔市总工会和乌拉特

后旗总工会协调下，重庆市农民工谢跃发就后续工伤赔偿

一案，与用人单位乌拉特后旗某矿业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用人

单位一次性向谢跃发支付了剩余工伤赔偿款 10万元。至此，

这起内蒙古三级工会组织历时两年为农民工维权的事件画上

句点。

2020年 11月，谢跃发到乌拉特后旗某矿业公司从事钻工

工作。当年 12 月 21 日，谢跃发在工作期间被滑石砸伤，造成

腿部骨折，后被送至医院治疗。出院后，双方就后续赔偿问题

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协议，谢跃发开始向有关单位反映情况。

2021年 6月，自治区总工会接到谢跃发来信，随后由自治

区总工会维权服务保障中心会同巴彦淖尔市总工会和乌拉特

后旗总工会介入此事，组织调解。最终双方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达成协议，由该矿业公司支付谢跃发赔偿金 22 万元，先

行支付 12万元，剩余 10万元待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结果出具后

支付。达成协议后，该矿业公司支付了谢跃发 12万元。

今年 8月 25日，自治区总工会再次收到谢跃发来信，反映

后续赔偿款未到位。自治区总工会维权服务保障中心再次会

同巴彦淖尔市总工会、乌拉特后旗总工会组成工作组，先后赴

该矿业公司工作站及乌拉特后旗劳动监察大队，了解谢跃发

工伤赔偿有关情况并进行调解。最终，双方就后续赔偿重新

达成协议，谢跃发收到赔偿款。

内蒙古工会历时两年为农民工维权

协议未履行后，工会再次施援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 通讯员蒋少萱）9 月 6 日，在全国总

工会的指导下，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

“千企万岗促就业 勠力同心促发展”2022 年全国工会线上招

聘活动广西专场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

此次招聘活动，在自治区总工会设主会场，14 个市总工

会设分会场，共有超过 1000 家广西企业和近 50 家粤港澳大

湾区企业参加，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2 万个。活动将从 9 月初

开始至 11 月底结束，期间还将分时段、分类别开展相应的专

场活动。

自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管理年要求，全区各

级工会要坚持统筹推进，针对转岗待岗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困难职工家庭等就业困难重点群体，实行线上线下联动促

进职工群众就业创业；要完善长效机制，持续推动工会就业服

务工作走深走实。

2022 年全国工会线上
招聘活动广西专场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