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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改”进行时

本报讯 通讯员叶肖肖报
道 近日，玉环市总工会在陆
通物流公司举行了玉环市物
流行业联合工会成立暨集中
入会宣誓仪式。至此，全市
2045名货车司机全员入会。

活动现场，工会工作人员
手把手指导司机朋友们在玉环

“智慧工会”平台操作“扫一扫”
入会，简便又不失仪式感。玉
环市总工会还为大伙儿送上清

凉物资，让他们在户外等场所
工作时能够降温消暑。

今年来，玉环市总工会通
过联系职能部门“牵线建”、抓
住重点企业“领头建”、借力行
业“依托建”、立足区域“联合
建”等模式，以“精准+普惠”
服务相结合，建立健全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工会组织，积极
落实“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
工会‘娘家人’”。

记者程雪报道 深化企业新
时代文明实践点建设、壮大产业
工人中的党员力量、跟着音乐学
党史传承红色精神……作为省级
非公企业产业工人队伍思想政治
引领全域试点，安吉工会积极探
索以提升思想政治素质为主要内
容的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依托绿水青山中涌动的红色
力量，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的
产业工人队伍。

企业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设
的升级版

企业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是安
吉工会近年来重点打造的品牌之
一，通过构建起“15830”工作体
系，即一个方案统筹，政治引领平
台、企业展示平台、关心关爱平台、
创新创业平台、社会公益平台等5
个平台建设，“一颗红心跟党走”

“接受一次安全教育”“听一堂文明
素质课”“改正一项不文明行为”

“做精一项技能”“掌握一门才艺”
“参加一次公益活动”“我为企业献
一策”等8个微行动助力和30条

对平台创建的考核标准落实，将红
色基因和文明实践渗透到职工群
体中。

“我们将产改工作视为企业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设的升级
版。”安吉县总工会党组成员、副
主席阎德顺说，在建设企业新时
代文明实践点的过程中，宣传新
思想新理论、传播先进文化、改进
职工宣传思想工作，实现产业工
人政治素质、文化素质、能力素
质、道德素质、文明素质等全方位
的思想政治素质提升，推进产改
工作向纵深发展。据了解，安吉
县在已建成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企业中择优选取41家企业列为
产改试点单位。

在安吉临港热电有限公司，企
业工会结合文明实践点创建工作
和产改工作，开展各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
活动，包括“国庆，我与国旗同在”

“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垃圾
分类我先行”等，培养产业工人爱
国敬业、节约粮食、保护环境、生态
文明等意识。

壮大产业工人中的党员力量

今年7月，王郑兴转正成为一
名党员，“在过去的10年里，我一
直为加入党组织努力着、奋斗着，
如今终于梦想成真啦！”王郑兴是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副
总经理，加入企业十几年来，一直
从事产品技术研发及高新技术企
业创建等工作，累计获得个人专利
200多项，被评为湖州市技能大
师。

在安吉，随着推优入党工作的
推进，越来越多像王郑兴这样的产
业工人加入党组织。安吉县总工
会推进产业工人的经营骨干、技术
骨干、优秀员工、劳模工匠优先发
展为党员，壮大产业工人党员力
量。截至今年7月，全县新发展产
业工人入党72人。

推优入党工作旨在建设一支
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
担当讲奉献的新时代产业工人队
伍。产业工人党员力量在不断壮
大，就如何用好这股力量、这支队
伍，安吉县总工会推出“红青蓝”师

带徒计划。这个品牌源于工会传
统的“名师带徒”活动，“红青蓝”师
带徒计划分为“红蓝”工程和“青
蓝”工程，前者是党员技术骨干带
非党员职工，后者是非党员技术骨
干带企业职工，推行思想上传带推
优入党，技术上帮带能力提升，素
质上共带相互促进的“三带”模式，
从而形成“一年跟着干、两年能单
干、三年成骨干”的人才梯度培养
模式，争取每年发展师徒结对200
对。

跟着音乐学党史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
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
一朵……《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
曲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歌颂战
士们默默奉献的精神。”前段时
间，安吉县总工会为产业工人安
排的一场特别的音乐党课，通过
唱一首歌学一段党史，让职工们
在一曲曲悠扬悦耳的红色经典旋
律中，重温党史、铭记初心。

在今年的党史学习教育中，安
吉县总工会创新方式，依托近年来

打造的党群中心、红领学院、红色
车间、职工书屋、工人文化宫等阵
地，面向全县产业工人开设“音乐
党课”，灵活运用“听、说、读、写、
唱”等方式，在全县产业工人中开
展“跟着音乐学党史”活动。

每天7点45分，打开安吉广
播FM100.1，“空中音乐党课”如
约而至。这是安吉县总工会联合
安吉广播结合“跟着音乐学党史”
活动推出的栏目，在每天的7点45
分、10点45分、17点45分，通过
播放一段爱国歌曲，朗读一段颂党
文章，讲述一段心得体会等形式，
把音乐党史宣传到广大产业工人
身边。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音乐
是心灵的涤荡剂，两者融合必能激
发情感、引起共鸣。”安吉县总工会
党组成员、副主席（挂职）贾燕华介
绍说，今年已经陆续开展了读书行
动、征文比赛、空中音乐课堂、劳模
工匠走入一线开展党课宣讲等活
动，这些创新形式，打破传统学习
模式，让党史学习教育更加生动鲜
活、深入人心。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陈迪
报道 近年来，慈溪市劳模联
谊会通过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
不断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凝智
聚力求突破，推动当地经济高
质量发展。

在慈溪市，如今已有市级及
以上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46
家。这些凝聚着企业技术骨干
和研发力量的劳模创新工作室，
通过劳模们抱团攻关创新，化人
才优势为先进生产力，成为技术
人才的“孵化器”和创新创效的

“发动机”，助推企业转型发展、
创新发展。目前，全市已命名市
劳模先进操作法12项，累计完
成技术攻关186项，获国家专利
95个，产生经济效益5280余万
元。

同时，慈溪市劳模联谊会还
依托劳模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
组织开展了劳模参与建功“五水
共治”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服务企业，服务社会。劳模联谊
会还组建劳模技术服务队，参加
中小企业技术帮扶活动，为20

家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技术指
导、技能培训活动，为企业解决
技术难题28项，帮助企业打通
了技术堵点，助推企业高质量发
展。

去年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形势，慈溪市总工
会、市劳模联谊会向全市各级
劳模发出倡议后，劳模们冲锋
在前，为抗击疫情捐资出力。
全市 20多位企业家劳模在去
年疫情期间捐款捐物达 1800
多万元，全国劳模钱海军则带
领志愿者一直坚守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各行各业的劳模
迎难而上，身体力行彰显着

“劳模力量”。
此外，慈溪市劳模联谊会每

年还组织市劳模医疗服务队赴
各镇（街道）开展巡回医疗服务
活动，上门为劳模和职工群众开
展医疗服务，目前已有200多位
劳模参加体检、医疗咨询等。该
市劳模联谊会每年组织开展劳
模疗休养活动，6年来已组织各
级劳模代表参加疗休养活动25
批次，惠及劳模600余人次。

本报讯 通讯员赵艳报道 近
日，广厦控股集团工会开展“赴基
层蹲点、体工会初心”活动，切实为
基层一线和职工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

“项目施工进度如何？工人
食堂和宿舍环境怎么样？民工工
资都能按时发放吗？”在广厦下属
杭州建工浙江财经大学下沙校区
项目部，工会蹲点人员详细了解
项目进展和工人生活情况；在广
厦东阳古建园林公司，蹲点人员

深入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并帮助
解决了该公司办公楼漏水问题；
在东阳三建，广厦专门组织各下
属企业档案管理人员学习东阳三
建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先进经验，
为进一步做好工会档案信息化管
理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广厦控股集团工会蹲点
人员还先后到该集团下属的杭州
速派餐饮、广厦水电建设等单位，
仔细了解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职工
文化活动阵地建设、员工权益保障

等情况。蹲点人员认真倾听、详细
记录，表示会及时将基层一线的诉
求和心声向集团相关部门和领导
反映，并逐一推动落实、解决。

广厦控股集团工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广厦工会将以此次蹲点为
契机，大力弘扬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的钉钉子精神，以工会人员的

“实干指数”提升职工群众“幸福指
数”，让职工群众从心底里感到工
会是职工群众自己的组织，是可以
信赖、依靠的“娘家人”。

本报讯 记者金钧胤报
道 近日，海宁市物流货运行
业工会联合会成立。浙江方
元物流有限公司、海宁市祥通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嘉兴超骏
物流有限公司等11家货运物
流企业的495名职工均加入
工会联合会。

据了解，海宁市物流货运
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后，将通
过提供更多维权帮扶和服务，

建设好“职工之家”“司机驿
站”等服务阵地，组织开展各
类行业培训、技能比武，帮助
货运物流行业司机提升服务
水平，努力成为司机们想得
起、忘不了、离不开的“娘家
人”。后续将把全市范围内25
人以下货运物流企业陆续吸
引加入工会组织，增强工会组
织凝聚力，扩大工会组织和工
会工作有效覆盖面。

9 月 28 日上午，在杭州市劳
模工匠文化公园的大草坪上，西
湖区总工会组织来自辖区的劳模
工匠、职工、工会干部代表共同上

演了一场百人非遗剪纸快闪活
动。

在省级非遗剪纸代表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第三届西湖工匠刘

夏英的带领下，职工们在现场精心
创作了 100 幅剪纸艺术作品献礼
国庆。

通讯员蔡卉 摄

本报讯 记者金钧胤报道
近日，“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
程”丽水全市职工文艺展演活动
在刚刚启用的市工人文化宫剧
场隆重举行。

展演在一首大合唱《龙的传
人》中拉开序幕，生动的画面、浑

厚的合唱、富有张力的舞蹈，精
彩的节目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
立以来的工人运动百年历程，讲
述着遍布在处州大地的劳动故
事，坚定了处州儿女把丽水建设
成为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
板的决心。

通讯员方琳嬿报道 近日，
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下杨村区域
的一片无花果园进入了成熟采摘
期，果园周边的空气里弥漫着一

阵阵沁人心脾的无花果香，令人
垂涎欲滴。“今年是我们种植的第
一年，产量还比较低，采摘期可以
从9月持续到10月底，每亩地大

概可以采摘1100公斤无花果。”
1993年出生的郭小媛开心地介
绍，她是这片无花果园的负责人
之一。第一次尝到创业果实的
甜蜜格外开心，但是创业的艰辛
也让郭小媛特别感慨：“一开始
我们还是遇到很多困难的，还好
双浦镇总工会给予了我们很多
支持。”

2021年初，郭小媛和另外两
位创业伙伴吴小华、余兆镇来到双
浦镇，怀抱着对农业的憧憬，对打
理农场的憧憬，开启了种植无花果
的创业之旅。

郭小媛研究生毕业于浙江大
学，主攻专业就是农业方向。“今
年初我在朋友推荐下到双浦实地
考察。这里生态环境美丽，农业
基础条件很好，距离杭州市区又
近，于是就决定在双浦尝试发展
蔬果采摘产业。”经过实地考量，

创业团队在双浦成立了“田上农
业”，并租下了一期30亩流转土
地。

经过前期大量的调研和分析，
团队瞄准了种植无花果的市场。
在国内，大众对于无花果的熟悉程
度并不高，推广的空间非常大。可
是在种植初期，主创团队因为缺乏
相应的种植经验而犯起了愁：“我
们虽然都是农业专业的学生，但是
具体到某种水果的种植，还是缺乏
实际经验的。”

正当大伙犯愁时，双浦镇总工
会及时对接上了这三个年轻人。

“我们邀请了区里和镇里的农技专
业人员到现场指导这三个年轻人
进行土地前期整理。”双浦镇总工
会负责人介绍，“我们还通过工会
的组织优势，了解到金华、龙游地
区有浙江省最早一批种植无花果
的基地，并介绍他们去那边实地学

习技术。”
有了双浦镇总工会的农技支

持，此后起步的大半年里，主创团
队扎根田地，面朝黄土背朝天，潜
心耕耘，终于在9月迎来了小小的
丰收。

“我们现在还在积极联系辖区
内的工会组织，希望通过发挥工会
大家庭的组织优势，掀起帮助他们
打开无花果的销售渠道。”双浦镇
总工会工作人员表示。

据悉，近年来，双浦镇总工会
在服务当地农户上做了不少文
章，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积极
组织开展技能培训、劳动竞赛等
活动，同时还大力推荐辖区优秀
技能人才参加省市区技能人才评
选，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农民技术
人才和农技创新优秀成果，为建
设共富共美的新图景提供强劲动
力支撑。

本报讯 记者程雪 通讯员
王文亮、俞清清报道 随着长兴
县总工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
推进，企业开展得到不到位、职
工待遇福利能否真正得到保障、
如何让数量与质量“齐飞”等问
题逐渐涌现。为此，近日，长兴
县总工会指导浙江长兴求是膜
技术有限公司举行一场工资集
体协商现场观摩会。

为何在近三百家企业中选
中“求是膜”？据了解，该企业是
去年长兴县总工会培育的工资
集体协商示范企业之一。在去
年疫情最紧张的时候，该企业顶
着困难和压力给出承诺，尽最大
努力不降薪、不裁员；企业工会
带领职工群众发扬工人阶级优
良传统，迎难而上、主动作为，与
企业风雨同舟，共渡难关。在本
次工资集体协商之前，该企业准
备扎实，把职工最为关心的话题
都收集起来，并积极引导职工关
心自身利益、关心企业现状和长
远发展。

在观摩会现场，“求是膜”劳
资双方代表，分别就本企业职工
工资年增长率、福利待遇、后勤
保障、加班费等4类16项内容
进行了充分地协商，最终各项议
题达成共识，形成草案。

“在协商中重点找准双方利
益的平衡点，兼顾劳动关系双方
的合法权益，这一点，‘求是膜’
给各企业做了很好的示范。”长
兴县总工会维权部部长杨家胜
说，邀请各企业代表前来观摩，
就是希望大家学会“依法合理分
配”，在劳资双方的沟通、协商中
明确企业的劳动定额是否科学、
职工工资增长是否与地方经济
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同
步、企业加班制度是否合理等与
职工利益休戚相关的问题。

此外，由于环境影响和认识
上的偏差，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协
商工作的开展，如何让企业愿
谈、职工会谈，工会干部敢谈是
长兴县总工会近年来着重探索
的问题。下一步，长兴县总工会
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
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为开展工
资集体协商提供参考；在乡镇
（街道、园区）总工会兼职工会副
主席、工会委员当中，培养一些
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加强对集
体协商过程的指导，提高协商水
平；推动企业与职工就工作条
件、劳动定额、女职工特殊保护
等开展集体协商，订立集体合
同，助力企业创建和谐劳动关
系。

本报讯 记者潘仙德报
道 日前，台州市黄岩区375
名新业态新就业劳动者有了
自己的“娘家”。

当天，黄岩区饿了么网约
送餐员联合工会、台州市成辉
运输有限公司工会、台州黄岩
鸿日运输有限公司工会、台州
市黄岩顺基运输有限公司工
会、台州拓邦运输有限公司工
会、台州市黄岩张敏运输有限
公司工会、台州市黄岩荣安物
流有限公司工会等7家工会
成立。

据了解，在开展新业态新
就业群体集中建会入会行动
中，黄岩区总工会以货车司机、
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群体为
重点，切实摸清当地的电商平
台企业、共享平台企业、创客空
间企业等新业态新就业企业应
建未建工会的底数，通过“单独
建会”“联合建会”“行业建会”

“区域建会”等多种方式，扩大
工会组织覆盖面。

截至9月23日，黄岩区总
工会今年新组建工会87家，
吸收会员8294人。

让绿水青山涌动红色力量
安吉工会产改发力思想政治引领

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为共富共美添动力
杭州双浦镇总工会助力创业青年发展种植业

长兴县总工会
举行工资集体协商现场观摩会

示范企业教你
正确谈“薪”事

台州黄岩新增7家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工会

全力推进、突出加强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建会入会、权益保障工作

海宁成立物流货运行业
工会联合会

玉环市实现
货车司机全员入会

丽水举行
全市职工文艺展演

舞蹈表演《畲乡电网情》通讯员兰宁 摄

发挥劳模作用 助力转型升级

慈溪市劳模联谊会
凝智聚力促发展

以工会人员的“实干指数”
提升职工群众“幸福指数”
广厦集团工会开展赴基层蹲点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