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奚圣来报道
全国劳模丁明标和省劳模叶亦国
一前一后跳上养殖塘橡皮筏，一

人撑蒿，一人泼洒饲料……在金
灿灿的暖阳下，“三门县劳模工
匠服务队”的红背心把波光粼粼

的养殖塘映衬成一幅耀眼的水
墨丹青。

这是日前三门县总工会组织
的劳模工匠水产养殖服务队在浦
坝港镇渔家岙村为养殖户进行养
殖和销售技术指导、献计献策的
一个镜头。

疫情期间，餐饮业的低迷也
让三门水产养殖业进入了“冰冻
期”，血蛤、蛏子、小白虾、花甲等
三门小海鲜的销路转入低谷，往
年元宵前便能卖完的小海鲜，今
年到了3月份却仍有不少养在塘
里卖不出，前一个季节养下的小
海鲜占着水里的养料，导致本季
度小海鲜无法按季如常“春耕”，
还会导致小海鲜养不大，养殖户
们愁上心头。

有着丰富养殖和销售经验的
劳模们下海塘、问农户、询销路、
谋策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为农户们献上水产养殖和销路的

“饕餮大餐”。
“草根养殖专家”陈华法感

慨万千：“我经营50亩养殖塘，
养殖的小海鲜准备春节销售，遇
上疫情，如抛售，必将损失将近
20万元，听了劳模们‘小海鲜越
冬过春’的策略，我相信自己一
定能跨过低谷。”

省劳模叶亦国是一位有着
50多年养殖经验的专家，凭着专
业知识，他为养殖户释惑解疑，
指出血蛤、小白虾等小海鲜正值
休眠期，不喂食或少喂食，及时
保证水质，严防缺氧，保证小海

鲜质量。
全国劳模丁明标是三门县

锯缘青蟹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青蟹产销链始建者，他表示，准
备发动青蟹市场500多家商户
销售青蟹，还要利用现有销售渠
道开启小海鲜销售新渠道。不
仅要解困，更要走出一条长远的
水产销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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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三服务”推进复工复产

娘家人“五送”助“两战”

记者阮向民 通讯员殷泉报
道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连日
来，一场复工复产立功竞赛焕发了
嘉善企业职工的精气神，比疫情防
控、比复工达产、比劳资和谐……
在嘉善县总工会的组织下，全县
900多家规上企业你追我赶，鼓足
干劲。

比疫情防控，看谁更“有心”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需
要，我们公司以工会小组为单位，
细分建立小微网格，由职工轮班担
任小微网格长，落实员工疫情防控
措施，同时，建立疫情防控生产工
作日志制度，实现职工联系和复工
管控的全覆盖。”嘉善银升玻璃有
限公司工会主席覃人刚告诉记者。

随着企业全面复工复产，该县

企业疫情防控步入精细化、常态化
管理轨道。发放口罩、测温登记、
厂区消毒等已经成为企业每天开
工的必备流程，错峰上下班、错时
用餐这些“自选动作”彰显了企业
的人文关怀。不少企业重新恢复
了“工间操”，加强职工健身锻炼，
提高免疫力。

“把疫情防控列入立功竞赛，
体现的是企业和基层工会的社会
责任。”嘉善县总工会主席戴雨频
表示，精细化的疫情防控措施，体
现了对职工的贴心关爱，通过不断
提升防疫技能、完善防疫服务，激
发职工立足岗位投身复工复产的
坚定信心。

比复工复产，看谁更“有力”

“我用复工复产助推复工复

产！”听起来拗口的一句话，说出了
嘉善县劳模、嘉善洪峰热电有限公
司董事长顾浩林的责任担当。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供热供汽
的企业，洪峰热电的正常运转关系
到周边70多家企业的复工复产。
早在2月中旬，洪峰热电就全面复
产，并承诺向供能企业推出优惠政
策直至疫情结束，顾浩林用自己的

“开业大酬宾”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在嘉善，复工复产正在有力推进。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在两
周时间内，完成了每小时生产
9600片口罩的自动生产线设计、
规划、优化，又在不到4周的时间
内完成第一条口罩生产线的组装，
为支援防疫战役作出了贡献。

比返工速度、比招工进度，办
法总比困难多。浙江佰事瑞帕瓦

传动有限公司通过“返岗直通车”
等多种形式接回职工，投入复工复
产；浙江弘安纸业有限公司让返
工、招工双管齐下，到3月10日，
公司复工率和复产率均达到了
100%。

与此同时，嘉善各级工会不断
深化“三服务”活动，积极联系、走
访复工企业2700余家，帮助企业
协调解决困难300多件。组织近
20支由劳模、工匠、技能带头人领
衔的技术服务队，深入企业、车间
和工地，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设备
技术巡查、安全隐患排查、临时技
术支持等服务。

比劳资和谐，看谁更“有情”

焦虑可以传染，信心也可以传
递。如何在非常时期帮助职工缓

解焦虑、解除困惑、树立信心，嘉兴
福气多温控床有限公司特邀请专
业心理老师在公司微信群里上了
一堂在线心理辅导课，向大家科普
疫情影响下各种情绪感受反应的
正向意义，并针对返岗复工面临的
困扰进行支招，稳定职工情绪，促
进企业和谐。

非常时期，让职工焦虑的还有
收入待遇等切身利益。为切实维
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该县企业
启动集体协商要约行动，浙江双飞
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了增
长职工日工资的决定；浙江道尔顿
地毯有限公司对提前到岗的员工
除薪资以外，每天额外补助60元，
为复工员工发放牛奶、维生素片等
福利小礼品，企业“有情”，职工“有
义”，汇聚成复工复产的强大动力。

焕发“只争朝夕”精气神
嘉善复工复产立功竞赛火热展开

本报讯 通讯员周悦报道
“服务三农，秒售柑橘”，日前，兰
溪市香溪镇的橘农将这面锦旗
送到金华市总工会，感谢工会通
过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销售
柑橘，帮助橘农渡过难关。

今年1月，兰溪市香溪镇的
数百户橘农，有超150万公斤的

柑橘积压在家中，急寻客商。1
月18日，金华市总工会通过其官
方微信“金华工会”发布头条推
文，短短一两分钟便卖出4000
斤椪柑。不仅如此，金华市总工
会还积极联系该市大型企事业
单位，组织线下团购椪柑。

在全城媒体、爱心企业、爱

心市民的爱心接力下，短短一周
时间就卖出了近300吨柑橘，这
一数据还不包括全国各地微信
订购、自驾上门采购的数量。至
1月下旬，香溪镇的果农终于松
了一口气，他们的柑橘卖完了，
可以安心过年了。

近年来，金华市总工会在网

络端持续发力，充分利用新媒体
加强与职工之间的互联互通，建
机制、搭平台、强载体、重服务、
打品牌，传播正能量，大力提升
工会网上工作效率和质量。

疫情期间，金华市总工会
打造线上教育培训云平台“金
工云课”，通过收集职工需求、

视频录制、系统开发，仅用几天
时间便启动了线上授课。通过
这一方式、方法创新，广泛宣传
普及了疫情防控相关政策法
规、职业技能，有效提升职工综
合素养和业务能力。目前已有
30余万人次通过“金工云课”学
习在线课程。

一周卖出近300吨柑橘

金华工会助力农产品“云销售”

献计小海鲜“养销”

三门工会组织劳模工匠“出诊”

本报讯 通讯员王思、柯
工惠报道 近日，绍兴市柯桥
区疗休养基地安昌古镇旅游
区恢复开放。开放首日一大
早，沉寂多日的古镇迎来了第
一波客流，其中就有这样一批

“特殊客人”——柯桥区总工
会的职工。

这是柯桥区总工会机关
工会带头启动的区内职工疗
休养，工会委托旅行社分批组
织会员开展区内疗休养，此行
是第一站，为期两天。

疫情期间，柯桥区总工会
干部黄正江作为区直机关党

员突击队队员，被选派到安
昌环镇南路卡口执勤。之后
为助力复工复产，又到安昌
仁昌酱园当了一周工人，与
安昌结下了不解之缘。“区总
机关工会组织开展区内疗休
养，地点就在安昌古镇，我第
一个报名参加，这一次终于
可以好好看看安昌了。”黄正
江说。

为了优化疗休养服务工
作，柯桥区总工会计划与旅
发集团备案后，将区内疗休
养范围扩大为在本区范围内
依法成立并有相关业务资质

的其他旅游景区、乡村民宿
（农家乐）、酒店、度假村、美
丽乡村等地开展职工疗休
养，以此丰富职工疗休养载
体，更好地助推全区旅游业
复兴。

“区总工会是职工疗休养
管理的责任单位之一，这次
我们率先启动区总机关工会
的区内疗休养，并倡导疗休
养期间实行‘公筷行动’，在
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稳妥有
序推进疗休养安排，以实际行
动助推柯桥旅游业复兴。”柯
桥区总工会负责人说。

景区开放首日迎来工会疗养团

本报讯 通讯员张婧、俞之
琪报道 “我们所在的翰红墨香
馆，是目前国内唯一以老报纸为
媒体、展现近百年中国复兴历史
的博物馆……”近日，60名来自淳
安县中医院和淳安县妇保院的医
务工作者在姜家镇开启了5天4
晚的职工县内疗休养，也拉开了
该县今年疗休养活动的序幕。

为促进淳安县旅游经济快
速复苏，助力旅游行业纾困解
难，淳安县总工会与县文广旅体
局联合发布通知，倡导全县职工
在县内开展以休闲养生为主要
形式的疗休养活动。这次医务
工作者来姜家疗休养，标志着该

县首批县内疗休养活动正式启
动。

疗休养期间，医务工作者们
先后来到姜家镇、浪川乡、大墅
镇、枫树岭镇下姜村、石林镇等
乡镇景区景点。县中医院党委
副书记、副院长陈剑说：“因为疫
情，医务人员都没有好好休息
过。这次把奋战在一线的医务
人员安排出来疗休养，放松身
心、缓解压力后，将以更加饱满
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

接下来，淳安县总工会将继
续做好县内疗休养活动，助力旅
游行业纾困解难，推动旅游市场
复苏。

助力旅游业纾困解难

淳安首批
县内疗休养启动

本报讯 记者洪菡婷 通
讯员唐恺炅报道 随着复工复
产进程进一步推进，杭州市余杭
区的企业逐步恢复生产秩序。
但疫情警报尚未解除，企业依然
面临着疫情防控和产能提升的
双重考验。各企业工会纷纷行
动起来，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保驾护航”。
“我们现在已经有超 90%

的职工返岗，6条生产线全部开
始运作，产能已达到100%。”浙
江益海嘉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郑亮自豪地说。

复工伊始，公司工会就落实
了值班值守制度，牵头采购防疫
物资，保障防疫工作。“当时疫情
正处于暴发期，物资保障是基
础，而稳定‘军心’更重要。”郑亮
告诉记者，为此，企业工会牵头
成立了慰问组，对公司全体职工
开展电话沟通与慰问，详细了解
职工当前健康情况和出行情况，
并安抚他们的情绪。

公司班车组有 4位司机师
傅，初返岗时有些许抵触情

绪。“在密封车厢里，他们要接
触那么多职工，不知道每个人
的具体情况，他们有担心，确实
也能理解。”郑亮说。为了安抚
他们，郑亮和同事向他们详细
说明了厂里的排查情况。还特
别为他们购置了防护服，每人
每天提供一套。同时，企业工
会还为师傅们提供了单独的酒
店住宿，以打消他们的顾虑。

此外，企业工会与公司管
理层在春节期间成立了疫情防
控专班，分别负责疫情期间的
复工复产和职工返岗、思想引
导等工作；企业食堂为没有返
乡的职工提供“送餐上门”服
务；对安保人员进行疫情期间
防控与巡查工作培训，有重点
地指导其开展防控与检测工
作；还巧借“三八”国际妇女节
开展了职工线上复工复产主题
摄影作品分享和写给女职工们
的一封“情书”等主题活动，深
化职工间互学、互动、互比的氛
围，为企业尽快回到发展正轨
打好基础。

安抚引导稳“军心”

工会助企复工复产
按下“加速键”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郑轶文
报道 “受疫情影响经营较为困
难，企业希望我能主动离职，企业
这样做合法吗？”“老板跟我说，希
望我的工资能够降一降，我不愿
意，该怎么办？”……这段时间，宁
波海曙区职工服务中心专职法律
维权服务的工作人员总会听到这
样的询问。

为及时回应疫情期间职工劳
动权益咨询，1月29日起，海曙区
总工会开通了职工线上服务平台
和电话服务热线。在特殊的日子
里，服务平台和服务热线成了职
工与工会“娘家人”一座沟通的

“连心桥”。
服务平台和热线开通后，关

于互助医疗报销、维权、就业等问
题一直是职工关注的焦点。“平均
每天会接到十余个咨询求助电
话。”职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说，在接听热线的过程中，他们能
明显感受到听筒另一端的焦虑，
简单的电话号码仿佛成了打开职
工焦虑“困锁”的密码。

“凭什么降我的工资？”前几
天，维权工作人员景珍接到一位
厨师的投诉，这位厨师情绪激
动，一定要告老板，对老板降工
资的要求无法接受。经过询问，
工作人员了解到，受疫情影响，
这位厨师所在的门店一直没有营
业，餐饮店资金压力很大，老板找
到他商量，希望能够降低工资。

“原来他的工资一个月1.3万元，
老板要求把工资降到9000元。”

安抚好厨师的情绪后，景珍
心平气和地为他权衡了利弊，“碰

到这种情况，我们会引导职工，在
企业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双方可
以协商好条件，一起共渡难关。”
景珍说，“双输局面是我们不愿意
看到的。”经过“娘家人”的疏导，
厨师对企业的困难处境表示理
解，愿意跟企业共渡难关。

海曙区职工服务中心负责人
王伟东说，“职工主动打电话进
来，是对我们工会的信任，一定不
能辜负这份信任。”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负责法
律咨询热线的工作人员能感觉
到咨询疫情期间工资发放的电
话渐渐多了起来。“大多数是企
业打来的，询问停工期间企业工
资该如何发放。”在企业还未复
工时，海曙区职工服务中心的

“娘家人”就预判到疫情导致停
工引发的劳资纠纷可能会成为
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所以他们时
时关注着疫情相关信息动态，并
与人社等部门随时保持沟通联
系，吃透政策，对咨询的企业和
职工时时指导，更好地为企业职
工答疑解惑。

王伟东说，负责热线接听的
工作人员都是中心有多年工作
经验的业务能手，除热线外他们
还建立了热线值守人员微信群，
通过视频、语音、文章推送等方
式，向企业和职工提供心理支持、
心理疏导等服务。此外，海曙区
职工服务中心还安排了两家律师
事务所的律师组成志愿律师团
队，共同参与法律咨询，为企业和
职工提供劳动用工方面的免费
服务。

“一定不能
辜负这份信任”
海曙工会热线架起“连心桥”

本报讯 毛朝阳、姚磊、万新
乔报道 疫情发生以来，衢州市财
贸直属基层工会汇集爱心洪流，群
策群力，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贡献
一份“财贸工会人”的力量。

衢州市美容美发协会工会开
展“齐心协力、共抗疫情”活动，
严格落实疫情监测和报告制度，
着力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与能
力。同时，号召全体会员开展捐
赠活动。交通银行衢州分行工
会、农业银行衢州分行工会也积
极开展公益捐赠活动。

中央储备粮衢州直属库有
限公司工会干部坚守岗位，细化
出入库作业管理，保障粮食出库
工作安全有序进行。同时，积极
做好粮食稳价保供工作，持续跟
踪市场供应情况，确保关键时期
市场供应、粮食稳定。

工行衢州分行工会干部化
身“快递员”，为隔离观察人员送
货上门，解决燃眉之急。此外，
他们还广泛组织员工在线上开
展金融职工复工防疫暨劳动保
护普法知识竞赛活动。

衢州财贸工会
温暖行动助战疫

本报讯 通讯员金晨报道
疫情发生以来，杭州市上城区总
工会坚持三个关怀，着眼三个聚
焦，团结动员全区各级工会干部，
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
抓、两战赢”。截至目前，全区各
级工会已拨付慰问款297.72万余
元，累计慰问疫情一线医护人员、
社工、机关志愿者及援鄂医疗队
成员家属等1.56万余人次。

“三个关怀”包括：进一步加
强对居住在上城辖区、驰援武汉
医疗队成员家属的关怀；发动基
层工会关怀本单位一线医务人
员，加大对本单位防控一线医务
人员家属的关心关爱；关怀本辖
区一线抗疫工作志愿者。

“三个聚焦”以“三联三领三
服务”活动为载体，聚焦复工复
产、聚焦助企惠企、聚焦纾困解
难，区总工会出台十项措施服务
企业复工复产；组建工会驻企服
务员队，开展“扫楼式”上门服务；
为企业提供返岗包车服务、开展
免费的线上招聘会等。

此外，上城区首次启动区级
“五一劳动奖状（章）”评比活动，
发动全区各级工会推选在参与抗
疫工作中作出积极贡献的建会企
事业单位、机关、社会组织等10
家和贡献突出的先进职工个人50
名，并将在“五一”期间予以发布
宣传。

三个关怀 三个聚焦
上城工会积极助力“两手抓、两战赢”

通讯员吴善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