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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庞慧敏）“我是一名职高毕

业的钳工，借助国家出台的打破‘天花板’政

策，不仅评上特级技师、高级工程师，前不久还

当选 2022年‘大国工匠’。好政策让我们工人

有了好出路，这是过去没有想到的。”春暖花开

时节，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能专家郑

志明忙碌起来了，眼下他和团队正全身心投入

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的研发和学习。他坚信：

“未来产业工人技能报国的舞台会越来越宽

广，制造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加快实现。”

广西还有许多和郑志明一样优秀的产业

工人，去年底，自治区总工会启动了“百名广

西产业工人‘二十大精神’百场宣讲”活动，组

建了由 100 名优秀产业工人组成的广西产业

工人宣导团，团长由郑志明担任，走进学校、

机关、企业、社区开展宣讲，好评如潮。

近年来，自治区高度注重搭建高技能人

才培养体系，聚焦重点产业发展，开展“技能

广西行动”，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

激励机制，闯出一条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新路

子。力争到 2025 年末，全区技能人才总量达

850万人，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180万人。

去年底，广西工会深化“产改”推出了 40
条新措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

副书记，自治区总工会主席张晓钦，自治区总

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管理年，分别主持

召开主席办公会、党组会进行专题研究部

署。同时，举办了有产业工人、劳模工匠、地

市工会干部代表参加的专题座谈会，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有关产业工人

重要讲话精神。

40条新措施中，继续推动落实“技高者多

得、多劳者多得”的激励政策尤为引人注目。

按照部署，广西将开展企业落实按技能技术

要素参与分配政策措施的试点工作；创新打

造“1+10+100”工匠学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

体系，规范管理工匠学院（校）的申报、挂牌和

人才培育机制；建立大国工匠培育名录，新增

乡村工匠培育计划，打造一批“工匠园区”。

制定出台广西职工创新成果奖命名认定管理

办法，认定推广一批创新成果；开展职工先进

操作法命名认定工作，在制造业、建筑业、现

代服务业中命名认定一批先进操作法。

广西推出深化“产改”40条新举措，让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

“铺路架桥”培养高技能人才“集群”

3月 18日，2023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在
福建省福州市开幕。

本届展会以“链接跨境全流域、共建电商
新生态”为主题，共探外贸模式创新，助力搭
建跨境电商发展新平台。展会规模7万平方
米，供应链展位规模不低于 80%，共设置 3个
论坛区和1个直播区。

据了解，今年跨交会的办展层次和规模
不变，展示品类更齐、采购邀请更广、智库专
家更多、产业要素更全，将促进境内外跨境
优质资源精准对接，为跨境电商产业链发展
贡献积极力量。展会吸引了全球50多个跨境
电商平台、国内60多个产业带、众多知名跨境
电商服务商参展。企业展出涵盖数码、家居、
母婴、鞋服、汽配等跨境电商热销品类商品超
百万个。

图为参观者在了解竹木制品信息。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本报讯（记者王伟 通讯员陈凯 刘义昂）

“我被县总工会聘为村（社区）工会提质扩容

协调员后，每月召开一次村（社区）工会工作

办公会，帮助落实每家工会每年有 3万元左右

的工作经费，工会有 2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

职工有 170 平方米以上的培训活动室，促进

30 个村（社区）工会建设规范化，工会活动正

常化”。近日，江苏省滨海县东坎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杨春燕介绍道。

据悉，滨海县总工会于 2022 年 5 月出台

《关于着力村（社区）工会提质扩容的实施意

见》，聘请各镇（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任村

（社区）工会建设协调员，提名村（社区）党总支

书记为村（社区）工会主席候选人，经选举任村

（社区）工会主席，实行“党工一肩挑”。职工人

数达 1500 人以上的村（社区）工会，配备一名

专职副主席，设立工会专职副主席办公室。

同时，在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添

加工会元素，由村（社区）党总支协调沟通，将

部分农户进城闲置的“空关房”转化为工会活

动房，确保每个村（社区）职工活动阵地不少

于 150平方米。做好村（社区）工会主席、专职

副主席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确保每季度培训 1
次。村（社区）每年向工会投入 1 万元活动经

费，县总工会每年补助村（社区）工会 1 万元，

动员社会力量向村（社区）工会提供赞助，力

争每个村（社区）工会每年有 3 万元左右的工

作经费，让村（社区）工会建起来、动起来、活

起来，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滨海港镇党委副书记、村工会提质扩容

协调员孟浩华提议，镇党委把工会工作纳入

镇党建工作的总体部署、党建带工建工作责

任制的重要内容，对村工会组织建设进行半

年和年终考核。陈涛镇新滩村党总支书记张

冲兼任村工会主席后，发挥工会引领作用，发

展特色农业种植 400 亩，特色水产养殖 270
亩，兴办小微企业 4 家，促进 300 余名富余劳

力进厂务工，搞山芋深加工，为农民工增收走

出一条新路。

据滨海县政协副主席、县总工会主席程

熙介绍，自村（社区）工会提质扩容活动开展

以来，共聘请 15名镇（区、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任村（社区）工会建设协调员，推动新建村

（社区）工会 46 家，并实行村（社区）党总支书

记“党工一肩挑”，促进 56 个村（社区）工会达

到县级规范化建设标准。村（社区）工会线上

线下培训职工 2600 人次；化解劳动争议 47
起，使职工获得经济赔偿或补偿 54万元；引领

全县发展特色农业种植 1.3万余亩，特色养殖

6000余亩，兴办小微企业和农业龙头企业 137
家，促进 5000余名劳力向职工转化，发挥本县

资源优势，打造 8个乡村旅游基地。

江苏滨海着力村（社区）工会提质扩容

聘请协调员 推动“党工一肩挑”
江苏滨海着力村（社区）工会提质扩容

聘请协调员 推动“党工一肩挑”

本报记者 刘旭

与 800余名徒弟结成对子，培养出一批高

徒；征集成员课程 80 个，为基层培训 220 场，

线上线下累计培训 13.2 万人次；帮助企业破

解技术难题 268 个，合力攻关项目 354 个，实

现技术成果 297个、发明专利 46个、实用新型

专利 156 个，降本增效 7.3 亿元……这是辽宁

省大连市劳模工匠创新智库成立 1 年多来交

出的答卷。

近日，大连市总工会举行劳模工匠创新

智库产学研用一体化推进会，命名表彰“优

秀培训师”“优秀组织管理者”“名师”“高

徒”等。

据介绍，该智库成立于 2021 年 7月，按照

职种和专业划分为 35 个技能组，吸纳了 210
多名来自多个行业的优秀工程技术人员和劳

模工匠；同时，吸纳市教育局、人社局、科技

局、中华职教社等相关单位参加。现在，智库

已经成为助力大连“两先区”高质量发展的一

支不可忽视的队伍。

备受追捧的“劳模进校园”

大连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处

长殷国安介绍说，劳模工匠进校园传播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智库工作之一。

大连教育局所属的职业技术学院、职业高中、

普通中专有 40 所。最初，大连市教育局选择

其中 10所学校试点。

“我们苦口婆心费尽口舌不如劳模工匠

讲一课。”这是多名校长的反映。2022 年，劳

模进校园活动扩展到 30 所，根据学生所学专

业增加了专业技术培训课，还开展了劳模工

匠与学生师徒结对活动。

今年初，智库开始实行“点单式”劳模工

匠进校园方式，推出 113个劳模工匠关于劳模

精神和技术培训课程。到 2 月 10 日，就被点

订了 292 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一汽

解放（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首席技能大师鹿

新弟成了第一热门人选。

多方获益的合作关系

2022 年初，大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进

口 的 振 动 分 析 仪 出 现 故 障 ，因 疫 情 原 因 ，

厂家不能派人前来处理。停机时间越长，

企业损失越大。于是，他们想到要求助于

智库。

（下转第 2版）

大连 200余名劳模工匠组成技术智力“外脑”，为企业降本增效

劳模工匠创新智库是这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祝盼

返回工作岗位后，全国政协委员、陕西西安古都放心早餐

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淑惠第一时间前往社区调研，“人人都

会变老，养老既是‘关键小事’，又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大事，贯

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我们将进一步发挥优势，加速推进社区

养老中的老年助餐工作。”

3月 15日，陕西省总工会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全国

两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部分全国

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一线职工、劳模工匠代表受邀参

加。座谈会上，王淑惠提出了一个想法：是否可以将社区老年

助餐工作与工会相关工作相结合？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和课题，工会将加强对接，建议

从老年职工较多的国有企业、老旧社区做起，进行老年助餐

试点工作。”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当即

表示。

紧接着，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西安动车段动车组机械师董宏涛提出了“建立产业

工人终身培训学习制度”的建议，在现场引起热议。

（下转第 2版）

陕西工会用实干实绩开创工作新局面

“多解决职工群众关心的事、操心的事、揪心的事”

本报讯（记者田国垒 通讯员

夏雪）“培养造就一支与淄博产业结

构、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劳动者大军，

让各行业各领域劳动者安居乐业、

体面劳动、舒心工作。”日前，山东省

淄博市委、市政府召开部署动员会

并制定方案，集全市之力打造“劳动

之城”。

强化政治保障，提升社会地位，

打造光荣“劳动之城”。增加一线劳

动者在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群团组织代表大会代表中的

比例，推进一线劳动者在群团组织

挂职和兼职。以产业工人、青年农

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重点，适当

增加一线劳动者党员发展比例。选

树各类先进典型时持续向一线劳动

者倾斜。

促进就业创业，强化技能培训，

打造宜业“劳动之城”。支持多渠道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发展。优化

创业环境，搭建高效便捷的就业创

业服务平台。健全终身技能培训制

度，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和重点

群体专项培训，实施高技能人才培

育计划，培育一批行业领军技能人

才。加大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优化整

合，为劳动者提供普惠性、多元化就

业培训服务。

树牢争先意识，激发创造潜能，

打造创新“劳动之城”。在全市各行

各业、各条战线开展岗位练兵、技术

比武等活动，选拔一批岗位精兵、技

术精英、创新能手。市级每年组织

开展重点工程、重大项目劳动竞赛

及 行 业 系 统 技 能 大 赛 不 少 于 30
场。健全劳动创新激励机制，加大

创新成果转化和推广力度。推进劳

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建设，每

年认定市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

作室 20个。

维 护 合 法 权 益 ，实 现 体 面 劳

动，打造和谐“劳动之城”。健全工会组织体系，逐步扩大工

会组织对两新组织等领域的覆盖面。完善劳动权益维护机

制，建立劳动者维权双向联动机制搭建劳动矛盾多元化解

平台，推动更多劳动纠纷止于未发、化于未诉。改善劳动条

件，保障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更好维护职工安全健

康权益。

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共同富裕，打造幸福“劳动之城”。深

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以

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为重点，促

进和引导各类用人单位、符合条件人员长期持续参保。支持

各群团组织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支持工会利用“智慧工

会”平台链接社会资源，向劳动者提供普惠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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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玉波）3月 18日，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第

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召开。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张韶春当选自治区总工会主席。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十一届六次全委会召开
张韶春当选自治区总工会主席

3月 18日，古装爱好者在西溪湿地表演。当日，2023西
溪花朝节“簪花大会”在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游
客在充满宋韵元素的市集里体验。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2023中国跨境电商
交易会在福州开幕

西溪湿地的宋韵游园会

本报讯（记者北梦原）商务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

1 至 2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684.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6.1%，折合 397.1亿美元，同比增长 1%。

从行业看，前 2 个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0.1%。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32%，其中高技术

制造业同比增长 68.9%，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23.3%。

从来源地看，前 2个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

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1%和 11.8%（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前2个月我国吸收外资同比增长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