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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工会篇

阅 读 提 示

指导各级工会组织开展各类

劳动竞赛 8007项次；218名一线技

术工人获得高级职称；创建由各级

劳模领衔的创新工作室992个……

近年来，甘肃省总工会不断完善劳

动竞赛、技能大赛和职工创新活动

的组织水平和激励措施，引领职工

创先争优、建功立业。

甘肃省总工会以劳动竞赛、技能大赛、技术创新为重点，大力开展

百万职工职业技能素质提升活动——

聚焦“四强行动” 陇原大地唱响劳动颂歌

本报记者 康劲

走进甘肃东部，我国首个千万千瓦

级“风光火储输”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

正在加速推进，在这条能源产业链上的

每一个环节，都能看见“劳动竞赛”和“工

人先锋号”的旗帜迎风飘扬。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省总工会以

劳动竞赛、技能大赛、技术创新为重点，

大力开展百万职工职业技能素质提升活

动，并联合有关部门不断完善劳动竞赛、

技能大赛和职工创新活动的组织水平和

激励措施，推动全省职工创先争优、建功

立业。今年以来，省总围绕省委确立的

强科技、强工业、强省会、强县域“四强行

动”目标，打造百万职工职业技能素质提

升活动的“升级版”。

“要通过活动的持续升级，促进科技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凸

显，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更为有力，激发

省会城市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带动引领

作用更为明显，提升县域在统筹、协调城

乡发展的空间核心作用全面发挥。”甘肃

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说。

为职工搭建展示风采的平台

“我们对照既定的目标任务，坚持

‘干’字当头，以执行的快速度，抢出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兰州石化公司合

成橡胶厂内，丁腈橡胶一车间凝聚丙班

班长管位杰带领同事们忙得不可开交。

作为省级示范性劳动竞赛，兰州石

化公司工会围绕“固本强基我担当、转型

升级我先行”的竞赛主题，在各生产岗位

部署了 313 项劳动竞赛和技能大赛，在

推动企业引领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

迈进中彰显了工会担当。

今年以来，兰州石化年产 3.5万吨特

种丁腈橡胶装置一次开车成功，丁腈橡

胶产能跨入亚洲前列；乙烷制乙烯项目

建成投产，跨入百万吨乙烯生产企业行

列；催化剂业务整合焕发活力，昆仑富士

仪表经营业绩创出新高……

据统计，近 5年来，甘肃省总工会指

导 各 级 工 会 组 织 开 展 各 类 劳 动 竞 赛

8007 项次，参加单位 2.23 万家（次）、职

工 364.19万人（次）。广大职工在重大工

程项目中挥洒汗水、展示风采，唱响了新

时代“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劳动颂歌。

竞赛场上走出“工人教授”

“技能大赛为我们搭建了技能出彩

的平台，人生进步的阶梯。”2019 年底，

曾获全国技术能手、中华技能大奖的甘

肃酒钢集团能源中心焊接指导、首席技

师杜钧，通过了甘肃省正高级工程师

的评审，成为第一位名副其实的“工人

教授”。

截至目前，甘肃省已有 218 名一线

技术工人获得高级职称。潘从明、张自

飞、阙卫平、邹斌等 14 名劳模工匠陆续

通过了正高级工程师的评审，柴国梁等

200多名优秀产业工人获评高级工程师。

“十三五”以来，甘肃省总工会指导

各地、各单位立足工作实际和行业特点，

广泛组织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技能大赛。

省级技能大赛数量保持在每年 600项以

上，竞赛领域由传统工种向关键岗位、核

心技术、特殊岗位和新业态、新模式、新

领域拓展，直播带货、园林花艺、家政服

务等新项目不断增加。

如今，组织好技能竞赛已成为甘肃

各级工会的“看家本领”，“每年至少举办

一次劳动和技能竞赛”成为基层工会的

工作标配，并由此走出了一条技能培训、

技能练兵、技能比武、技能晋级、待遇提

升、技能带头人选树“六位一体”技能人

才培养的特色之路。

激发职工创新活力

“是职工创新创造的广阔舞台，让我

们普通一线技术工人有机会登上国家领

奖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潘从明是西

北地区首位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一

线产业工人。

甘肃工会瞄准结构升级和创新驱

动转型的突破点精准发力，深化群众

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为职工职业成

长铺设登高“台阶”。

如今，在甘肃，一线职工的创新项

目从合理化建议到核心领域、关键技

术的“卡脖子”难题“多点开花”，一大

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被突破，创

新的“热岛效应”尽显，传统的生产工

序成为激发职工创新的“孵化站”。

2016年以来，甘肃省总工会共创建

由各级劳模领衔的创新工作室 992个，

下拨创新研发经费共计 308万元，经过

各级工会层层配套，带动和影响地方及

企业投入创新研发经费 2.8亿元，支持

各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开展创新研究。

全省各级各类劳模创新工作室共完成

技术创新项目 1.2万项，创造经济效益

73.4亿元，培养各类人才6.91万人。

与此同时，甘肃省总工会共建立

各级各类创新型班组 1853 个，下拨创

新研发经费共计 560万元，带动、影响

企业投入创新经费共计 4.78 亿元，支

持班组职工创新创造。近年来，全省

各类创新型班组共完成技术创新项目

1.2万项，创造经济效益 38.75亿元，培

养人才 6.59万人。

本报讯（记者郝赫）中国海员建设工会

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9月 21日

在福建厦门开幕。记者从会上获悉，5 年来，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聚焦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和交通运输新业态等工作重点，各方

面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据统计，全系统

累计建成司机之家、船员服务驿站、环卫工

人服务站点、工友村等职工服务阵地近 4 万

个，覆盖 31 个省（区、市），各地“会、站、家”一

体化建设广泛推进，服务职工体系正在向综

合型、高质量发展。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自成立至今已有 101

年历史。进入新时代，交通建设系统各级工

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党史、工运史学习宣

传 4100余次，组织劳模先进事迹学习、主题宣

讲等活动近 2500场，“交通建设工匠”“最美货

车司机”等宣传选树品牌逐渐叫响，在产业职

工中引发热烈反响。

紧扣基础性、战略性、服务性产业特点，

交通建设系统各级工会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持续走深走实，围绕重大战略、重大项

目、重大工程开展全国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

赛 8 项，全国性职业技能竞赛 27 项，区域、企

业劳动和技能竞赛 6176 次，职工技能竞赛

2000余次，安全生产活动近 2万次，培育了 16
个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并持续深化港口工匠创新联盟，在港口航运、

道路建设养护、供热、排水等 12个行业开展产

业职工岗位创新成果征集和展示活动。2017
年以来，交通建设系统 105 个集体、377 名个

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564个班组被评为全

国工人先锋号。

5 年间，各级工会还开展了货车司机等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工作，引领服务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能力得到创新发展，开

展的“暖途·货车司机职业发展与保障行动”

覆盖货 车 司 机 200 余 万 人 次 ；聚 焦 新 技 术

对交通运输行业职工影响、农民工素质和

技能提升等重点课题，完成 36 份全国性调

研报告和 252 份地方性调研报告。此外，还

定期开展中国船员、中挪海员集体协商，指

导 环 卫 等 行 业 开 展 行 业 性 、区 域 性 、企 业

性集体协商，并开展系列关爱活动。据了

解 ，近 年 来 ，各 级 工 会 已 筹 集 5000 多 万 元

经 费 和 物 资 ，为 船 员 、货 车 司 机 等 群 体 和

抗疫一线职工、冬奥建设者提供专项关爱

服务。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推进服务职工体系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郝赫）中国农林水利气象

工会五届一次全委会议 9 月 21 日在河南郑

州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5 年来，农林水

利气象各级工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积极选树宣传先进典型，

选树 2 批“绿色生态工匠”32 名、“绿色生态

最美职工”30 名，带动各基层工会打造“首

农工匠”“北大荒工匠”等品牌，并创建了一

批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发挥了工匠的带动

作用，加快打造一支高素质生态文明建设主

力军。

过去 5 年，致力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

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开

展宣传教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工会理论

进农场、进林场、进库区、进台站、进监区。同

时，以职工书屋建设为重点推动先进文化建

设，不断完善职工阅读场所，大力普及电子职

工书屋。5 年间，系统内 252 家职工书屋获全

国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称号，电子职工书屋

覆盖率不断提高。

为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

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

战略，天然林保护、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中

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不断深化劳动和技能竞

赛，连续 5年联合有关部门开展全国性行业职

业技能大赛，完成“助推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

长江”全国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赛目标，并打

造了“互联网+”竞赛平台，吸引了长江沿线

11 个省市近 3000 个单位和 6 万余名职工参

赛。全国农垦、林业、气象、监狱管理、渔业、

畜牧系统都开展了经济技术创新交流研讨

活动，激发了职工创新创造热情，为产行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聚焦工会基本职责，中国农林水利气象

工会将联席（系）会议作为源头参与的重要

平台，推动解决影响产行业改革发展和职工

生产生活困难问题，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呈报涉及边远地区、艰苦行业职工生产生

活困难等情况的报告 50 余篇。此外，形成

了职工代表责任区工作制度、职工代表替补

制等创新经验，多举措保障职工民主政治

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中

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持续壮大工作力量，开

展“送教下基层”活动 11 次。目前，全国农林

水利气象系统职工入会率达 96%。5年间，共

产生 186 家全国农林水利气象系统模范职工

之家和 225家模范职工小家。

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加快打造高素质生态文明建设主力军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高宁）9月 20日，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总工会职工之家“结对共建”交流活动在北京金风科

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举行。该公司工会职工之家与人大附中

亦庄新城学校工会职工之家“结对共建”基地揭牌。

据悉，为提升新时代职工之家建设水平，北京经开区总工

会结合区域特点及实际，以“优秀带新建”为路径，探索职工之

家“结对共建”模式。

北京经开区总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结对共建”活动通

过经验交流、上门指导、活动参与、实地观摩等形式，送制度、

送方法，帮思想、帮培训，让帮促对子之间进行经验借鉴，有效

且直观地解决被帮促基层工会在建设职工之家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

据了解，经过北京经开区总的牵线，目前该区已结成两对

帮促对子，分别是金风科创风电设备公司工会与人大附中亦

庄新城学校工会，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工会与北

京亦庄实验中学工会。

据悉，北京经开区总将形成常态化“结对共建”帮促模式，

进一步推动工会职工服务阵地牌子“亮起来”、阵地“用起来”、

职工“动起来”，让职工愿意来、想再来、能常来。

北京经开区总探索职工之家“结对共建”

“优秀带新建”提升建家水平

本报讯（记者刘旭）市总机关和直属企事业单位 105 名

党员干部到 90 个社区报到，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1.2
万余名工会干部、2000 个职工志愿服务组织、15 万余名职工

志愿者在社区卡口、核酸检测点等参与志愿服务……日前，

为战胜新一轮疫情，辽宁省大连市总工会组织动员广大工

会干部和职工群众迅速行动起来，汇聚起助力战“疫”的强

大力量。

据悉，本轮疫情期间，大连市总累计向各级工会拨付专项

资金和物资 1019 万元，其中，向医务工会和疫情相对严重的

34 个街道工会拨付 172 万元专项资金。此外，大连市总还向

市公安局工会、检验检测集团工会和疫情防控任务较重的中

山区总工会拨付 62万元专项资金。

同时，大连市总指导各级工会成立专班，为居家健康观察

的职工配送蔬菜、米面等生活物资。据不完全统计，疫情期

间，全市各级工会为 2.3万余名居家健康观察职工会员配送蔬

菜包、水果包等各类物资 3.5万余份，安排资金近 300万元。

不仅如此，大连市总还注意维护疫情期间职工的合法权

益。8月 30日至 9月 15日期间，通过 12351 法律援助热线，为

职工开展法律咨询和处理劳动争议 73 件次；举办心理健康

线上讲座，并对部分职工进行一对一的线上咨询交流；沙河

口区总工会、旅顺口区总工会、金普新区总工会、高新区总工

会开通了心理援助热线，为职工及家属免费提供专业心理咨

询服务。

大连工会战“疫”在一线

成立专班为居家观察职工送米面菜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面对眼下持续不断的高温天气，海

南省各级工会多举措关爱高温作业劳动者，为高温作业、高空

作业、露天施工、井下作业的一线岗位、基层职工发放药品、凉

茶等防暑降温用品。

同时，海南工会充分发挥劳动保护监督作用，开展有针对

性的专项监督检查活动，督促企业做好防暑等工作；推进建设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协调推动有条件的企业设立高温作业

职工工间休息室；对孕期、哺乳期，患有心、肺等疾病以及身体

状况不适合高温作业的劳动者，及时协调企业进行转岗。

记者在中建一局一公司南方分公司和风家园 2号地块住

宅项目工地看到，喷淋系统持续洒水，缓解闷热；工地旁设置

了凉亭，每天不限量供应大麦茶、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

品。项目工地还建立了防暑降温工作制度，强化管理人员及

一线建设者的防暑意识。

据悉，海南各级工会将“送清凉”活动与“安康杯”竞赛结合

起来，对防暑降温常识、相关政策法规等进行普及教育和专题

宣传，组织开展高温急救技能培训，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陆志远表示，各

级工会组织要引导、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关注、关爱高危和

高温作业的一线劳动者，同时开展维权关爱活动，推动高温天

气作业职工劳动保护政策落实。

海南工会多举措关爱高温下的劳动者

协调企业为不适合高温作业的劳动者转岗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 实习生朱小燕 通

讯员叶绮文）近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总工

会先后在全区 11个街道开展“清凉相伴，平安

度夏”关爱职工系列活动之“送健康”服务活

动，为辖区 55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身体

健康检查服务。

根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工作节奏等

特点，龙岗区总工会反复与医院对接体检模式、

体检时间等细节，最终采取流动体检车的方式，

让体检地点跟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地点

移动。体检包含血常规、内外科检查等项目，帮

助参检职工实现“有病早治疗、无病早预防”。

此外，8 月～10 月，龙岗区总工会还将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赠送 3000份职工意外伤害

互助保障计划，对意外身故伤残、意外医疗、

意外住院津贴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保障。同

时，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的急难愁

盼问题，全区已建设“暖蜂驿站”等 70 个户外

劳动者服务站点，为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长

期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免费提供饮水、就餐、

小憩等服务，为户外劳动者打造“雨有遮挡，

热可乘凉，渴有饮水，累可休息”的爱心港湾。

深圳龙岗区总工会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9月 20日，机器人在选手的操作下，现
场进行精准作业。

当日，山东港口青岛港第三十四届职
业技能大赛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
箱码头开赛，1108 名选手在桥吊、装载
机、挖掘机、机器人等 52 个项目中展开
角逐。

本报通讯员 张进刚 摄

港口秋点兵

呼和浩特400余名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入会

本报讯（记者李玉波）9 月 15 日，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总工会举行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集中建会入会暨普惠服务季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现场，400 余名网约车司机、电商主

播、货车司机、快递员等加入工会，并同步开

启企业建会、职工入会线上通道和普惠服务

季活动。

呼和浩特市总工会要求各级工会针对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需求做好建会入会和权益

保障工作，让他们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