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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王钰哲、赵强报道 “我家里
离工作的地方很远，来回吃饭很不方便，现在有
了‘爱心驿家’，中午不但有地方休息，还能热热
饭菜、喝喝水。”在桐庐工作的环卫工人陆师傅为
此特地写了一封感谢信，称赞“爱心驿家”带来的
贴心服务。

长久以来，“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
这“四难”问题，是快递员、网约车驾驶员、环卫工人
等户外劳动者面临的既现实又迫切的难题。作为
职工的“娘家人”，杭州市总工会近年来大力开展

“爱心驿家”建设，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饮水、充
电、热饭、歇脚等服务，助力解决户外劳动者“四难”
等现实迫切问题，在向他们提供工会“娘家人”温暖
服务的同时，也让他们有了浓厚的归属感，更好地
融入杭州这座温暖善城。

从盆景到风景，全市已建成300余个“爱心驿
家”，并且不断优化创新。今年“爱心驿家”的建设，
更加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的快递员、外卖配送
员、网约车驾驶员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将服务送
到离他们最近的距离。顺丰小哥张师傅有一次在
派件路上突然遇到暴雨，就来到街边的“爱心驿家”
暂避。工作人员为他递上毛巾和热茶，并介绍了

“爱心驿家”诸多功能，从此，“爱心驿家”便成了张
师傅的另一个家，给他带来了温暖和关怀。

日前，嘉兴平湖市、上海金山
区、苏州吴江区三地工会和人社部
门齐聚一堂，在平湖市广陈镇山塘
村花园餐厅举办“赛厨艺 品匠心”
长三角区域乡村厨师技能大比武暨
2021年平湖市职业技能竞赛（第十
七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式烹调
师比赛。本次活动由平湖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平湖市总工会主
办，广陈镇总工会承办，平湖市餐饮
行业协会协办，来自平湖市各镇街
道、上海市金山区和苏州市吴江区
的12支队伍参加竞赛。

本次竞赛以《中式烹调师国家
职业标准》中级工的要求为基础，采
取现场实际操作的方式进行，考核

项目为一桌家宴，除规定菜品炒土
豆丝、糖醋排骨外，自选菜包括冷
菜、热菜，所有菜品不少于 14 道。
且要采用当地食材为主，突出乡村
风味和地方特色，按当地食材及风
味，发挥个人技艺，体现乡厨整体技
能水平。

通讯员姚心辉 摄

记者羊荣江报道 “受职工之
托，忠职工之事，解职工之难，暖职工
之心”，浙江金美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潘自力用满腔热情，踏踏实
实、任劳任怨做好服务职工工作，努
力让公司成为所有员工的“家”。

当好职工贴心“娘家人”

“做工会工作要有热情，愿意为
公司、为职工付出。”潘自力说，他热
爱这份工作，“看到别人因为我的付
出而有所收获，让我特别满足。”

2011年4月，公司成立工会，潘
自力高票当选公司工会主席。“职工
选我当主席的那天，我真的激动得哭
了。”潘自力回忆起10年前的一幕依
旧感慨万分。在他看来，每一张选票

都饱含职工对他的信任，“我要把这
份信任转化为责任和动力，把工会工
作干好！”

上任首件事，就是帮助员工进行
工资集体协商。在协商过程中，围绕
按劳动定额和计件工价标准，劳资双
方曾一度存在争议。潘自力想到了
一个主意，让老板亲自上岗测试。他
说：“有时候想象和实际是存在距离
的，只有自己试了才知道。”果不其
然，老板亲自上手，真实感受到一线
工作的辛苦后对职工多了份体恤，工
资也变得越来越人性化。

除了协商职工的岗位工资还有
一项“工龄工资”：工作满1年，职工每
月加发50元，满2年，每月加发80
元，满3年，每月加发100元；之后，每
增加1年，每月递增10元工龄工资。

潘自力还制订了“个体协商”程
序，结合实际情况量身定做了计件计
时综合考核的个体方案，职工收入每
月增加了500多元。

工资集体协商带来的效果立竿

见影。原先不少职工因企业地处偏
远、薪资不高，没上岗多久便离开的
现象逐渐好转，企业不再为走马灯似
的换人烦恼，职工队伍稳定了，生产
经营也逐步走上正轨。更值得一提
的是，通过工资集体协商，企业变得
更加开放包容、与时俱进，和谐劳动
关系推动企业走上了一个新起点。

架好企业职工“连心桥”

在潘自力看来，工会的工作就是
要忧职工之忧，乐职工之乐。

从初次接触工会工作感到千头
万绪、繁杂琐碎，到在工作中细心摸
索，逐渐掌握工会工作的各项业务内
容和工作程序，潘自力对工会工作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那就是要有为
职工服务的真心，为职工排忧解难的
热心，倾听职工心声的耐心。

当工会主席这些年来，潘自力始
终把职工的事情放在心上。食堂伙
食不好、菜价太高，潘自力便聘请炊
事员，自己义务当食堂采购员，每天

早上5点半准时开车到镇里买菜。
饭菜价格实惠，质量又有保障，解决
了吃饭一大难事。以前外来务工人
员春节买票难，他就带着公司工会干
部去车站排队，一排就是一个通宵，
不让职工错失回家团圆的机会。

潘自力以工资、安全、保险、福利
等劳动关系中最要害的、职工最关心
的重要问题为抓手，每季度会进行集
体庆生活动，寿面、生日蛋糕、唱生日
歌一个都不少；按时组织职工进行免
费体检、职工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等活
动；帮助职工子女就学，让大家感受
到工会就是“娘家人”，企业就是

“家”……
“我们碰到点事情找潘主席去

说，他都会耐心倾听，不嫌麻烦的。”
员工陈鸿伟说。潘自力经常下车间
与职工谈心，听取职工群众呼声，当
员工有困难、有意见时都会找他倾
诉，潘自力一次次地为职工排忧解
难，温暖着他们的心。

潘自力说，工会工作看似都是小

事杂事，但是把这一件件点滴小事做
好，可以让公司职工感受到温暖，使
他们在公司有主人翁意识，更有归属
感，也有助于企业发展。

潘自力积极向老板建议建设职
工宿舍。在他的努力下，两幢5层
楼、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职工宿舍建
成，房间176间，极大地改善了职工
住宿条件。拆除原有工棚搭建的简
易食堂，变成现在卫生干净、环境良
好的金美大食堂。

近年来，在潘自力及工会班子成
员的共同努力下，工会工作走在全区
前列。公司先后获得浙江省首批百
家示范基层工会、浙江省模范职工小
家、浙江省“安康杯”竞赛优胜班组，
金华市工人先锋号、金华市模范职工
之家、金华市模范职工小家、金华市
和谐劳动关系先进企业等荣誉。

潘自力本人也获得了金华市优
秀工会积极分子、金华市劳动模范、

“金华好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
誉称号。

本报讯 通讯员赵炜、柯工惠报
道 近日，绍兴市柯桥区酱醉制品
行业工会在安昌成立，这标志着全
区酱醉制品行业320余名职工有了
自己的“娘家”。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会工作，能
服务更多的职工群众，致力把传统
特色产业做优、做大、做强，推动区
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借浙江省总
工会、绍兴市总工会开展干部下基
层蹲点活动之机，省市区总工会三
级蹲点干部联合安昌街道总工会、
柯桥区酱醉行业制品协会经过前期
调研，于今年7月份开始筹备成立柯

桥区酱醉制品行业工会。
据悉，绍兴市柯桥区酱醉制品

行业共有企业 85 家，职工 320 余
名。柯桥区酱醉制品行业工会成
立，对加快传统产业集聚提升、促进
酱醉制品优质、健康和安全，并持续
推动制作技艺的传承发展等起到积
极作用。下一步，柯桥区酱醉制品
行业工会将通过开展技能培训、关
心关爱职工等，打造“职工之家”，促
进行业内企业资源共享，相互借鉴
经验，提升抱团发展优势，努力为打
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先行地作出贡献。

本报讯 记者邹伟锋 通讯员叶
晓影报道 近日，平阳县劳动模范
协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举
行。来自全县各条战线的各级劳模
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注重发挥劳模的

表率带头作用，引领广大职工为争
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一份
力量；要把协会建成联结劳模合力
的纽带，为平阳的发展汇聚起强大
的合力；要把协会建成弘扬劳模精

神的窗口，在全社会起着传颂主旋
律、传递正能量的特殊作用；要把协
会建成服务劳模的港湾，不断探索
完善管理劳模、关心劳模、服务劳模
的工作机制，把协会办出特色、办出
水平。

本报讯 记者曾晨路 通讯员鲁
璐、汪婕报道 28平方米、单间、简
装、月租865元……进入杭州“数智
群团”系统，点击“蓝领E家”，在杭州
拱墅区一家企业上班的王磊在手机
上找起了房源，“租金透明，房间的介

绍、布局很清楚，还能在线咨询、预约
看房，真是太方便了。”

这个让王磊觉得方便的“蓝领E
家”是拱墅区总工会全力打造、聚焦
蓝领的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虽然
资讯发达，但对于不少职工，特别是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来说，仍然存在租
房难、求职难等问题。”拱墅区总工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这些痛点，结
合新一代职工习惯于用互联网应用
平台获取服务的特点，区总工会设计
开发了“蓝领E家”这一服务职工的一
站式场景。该场景集合了“E家房源、

E家求职、E家政策、E家服务”4个功
能板块和一个综合服务“E地图”。

其中，“E家房源”板块主要解决
以往职工租住蓝领公寓过程繁琐的
问题。过去，职工要租蓝领公寓，需
要花时间找项目资料，还要跑多个地
方了解房源情况。为让职工更便捷
地找到房源，拱墅区总工会牵头，联
合王马里、华丰悦居、石桥南苑、康盛
苑、计家、杭钢等6个蓝领公寓管理
方，对所辖5600余间蓝领房源进行
全面梳理，梳理出可租的2000余间
房源。然后按照户型、租金及面积进

行分类，实现一屏全览，职工只需简
单输入筛选条件便可轻松浏览真实
房源信息，并可在线实时咨询和一键
预约看房。

同时，针对求职难的问题，拱墅
区总工会联合区人社局，通过“E家
求职”板块，发布优质企业招聘信息，
为有需要的蓝领提供可靠的就业发
展渠道。

此外，拱墅区总工会还以每个蓝
领公寓为服务半径，打造了“E 地
图”。通过“E地图”可找到蓝领公寓
附近的职工书屋、职工文化活动点、

爱心驿站等工会服务阵地，以及周边
配套的地铁、银行、农贸市场等，让他
们在安心住下来的同时，能够生活得
更好。同时“蓝领E家”与“群团集
市”进行关联互通，职工可以就近找
到相亲交友、技能培训等群团活动。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
化“蓝领E家”场景功能，依托数字赋
能创新服务方式，整合以工会为代表
的群团资源，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提
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让他们感受
杭州这座城市的温暖，更好地融入城
市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周永卫、曹玲玲报
道 虽然天气渐冷，但电信江北庄桥营业厅内暖意
浓浓。日前，宁波江北区总工会和中国电信宁波分
公司江北分局共同启动“爱心翼站”关爱行动，与此
同时，电信江北分局下辖的13个营业网点同步启
用了“爱心翼站”。

装有常用药品的便民服务箱、崭新的微波炉和
小型冰箱、便捷的手机终端贴膜机、舒适的轮椅可
供免费借用……这些设备不仅实用而且十分便
捷。“现在天气冷了，这里可以给我们提供遮风挡雨
的地方，还有这么多设备给我们用，真的很暖心。”
一名环卫工人说，他日常负责庄桥老城区的清洁工
作，以前累了渴了只能在路边休息会儿，到饭点才
去喝水，现在在“爱心翼站”就能享受到这么多的便
利，这让他十分感动。

据介绍，“爱心翼站”是中国电信联合中华全国
总工会共同发布的公益活动品牌，主要为快递小
哥、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以及老年
人、残疾人、孕妇等需要特殊照顾的群体提供进电
信营业厅休息、饮水供给、爱心药箱、无线网络、手
机充电、手机辅导、餐食加热等基础服务。不仅如
此，“爱心翼站”还将定期组织智能科普微讲堂、助
老助残产品体验，并由爱心大使专人接待，为老年
人讲授智能手机操作、防诈知识等实用技能，协助
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江北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依托
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和帮扶站点，他们发动了通信、
银行和广大企业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大力推进户
外劳动者爱心驿站体系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陈月丹报道 “看到了吗？动感
单车的前面有个红色按钮，当你想下来车速又很快
的时候，就按这个按钮让它先停下来……”上午10
点多，金华市金义新区恒飞小微企业园内，健身教练
苏春燕正在现场教园区内职工正确使用动感单车。

这是刚刚启用的曹宅区域职工活动中心，建筑
面积1300多平方米，配有乒乓球、台球、跑步机、动
感单车等运动器械，设有消防逃生体验馆、阅览室、
瑜珈室和培训室，能基本满足恒飞小微企业园49
家企业1300余名职工健身活动，并辐射曹宅区域
七八十家企业的几万名员工。

“曹宅工业园区目前企业员工中，90%以上来
自外地，由于距离市区比较远，本区域又没有很好
的休闲健身娱乐场所，职工们普遍反映业余生活比
较单调，导致招工难。”金义新区（金东区）总工会副
主席陈才良介绍，曹宅区域职工活动中心的投入使
用，给该区域职工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文体生活场
所，相当于把工人文化宫搬到了企业门口，有助于
稳定职工队伍、促进企业发展。

据悉，近年来，作为金华市企业职工的“娘家
人”，全市各级工会投入资金3000多万元，建设区
域职工活动中心近200家，几十万职工从中获益，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其中，仅金义新区就已建成区域职工活动中心8
个，活动点6个，实现全区覆盖。

为丰富教职工的业余文化生
活，增强身体素质，增进彼此之间的
交流沟通，营造园内团结向上的良
好氛围，日前，湖州市南太湖幼儿园
工会组织教职工开展趣味运动会。

老师们通力合作，齐心协力，提升了
团队凝聚力，增进了同事之间的交
流沟通，感受到了健康运动的乐趣
和魅力。

通讯员王文旭 摄

租房方便快捷 求职真实可靠
杭州拱墅区总工会打造“蓝领E家”为职工提供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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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爱工会工作的潘自力：

做好点滴小事 赢得职工信赖

“乡厨”擂台超有料

工会“亮”品牌

杭州300余个
“爱心驿家”大门常开

宁波江北成立
13家“爱心翼站”

金华金义新区又添了一家
区域职工活动中心

欢迎您常来！

注重发挥表率带头作用
平阳县劳动模范协会成立

让酱香更浓郁悠长
绍兴市柯桥区酱醉制品行业工会成立

凝心聚力

“以前办用电业务要去镇
上营业厅，现在有了这个便民
服务点，在家门口就能办理，
真是方便得很。”近日，江山市
清湖街道清湖二村的姜先生
在本村部服务点，通过宣传手
册的指导在国网APP上快速
申请了电表。

为解决农村用户服务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国网
江山市供电公司在各乡镇推
广建设村级便民服务点（电
力驿站）。截至今年 8 月底，
清漾供电所在辖内各村部设
立供电便民服务点 66 个，实

现村级便民网点全覆盖。
每个服务网点统一标

准，宣传手册详细告知了服
务内容、服务热线及业务操
作步骤，用户可随时办理用
电咨询、电表报装、故障报修
等业务，切实打通了供电服
务“最后一公里”。

下一步，公司将进一步
完善便民服务点功能，为村
部驻点人员提供业务培训，
形成台区经理定期驻点、线
下办电为主，村部驻点人员
代收代办为辅的良好局面。

琚雪芬 朱根炎

“道明K111A开闭所验收合格，具
备投运条件，可以投运！”10月20日，永
康道明安防小微园外部受电工程正式
投运，成为当地又一家享受国网永康市
供电公司“专享”服务的用户。

为更好满足小微企业园区用户不
同的用电需求，永康供电公司通过走访
调研，针对各小微园区高压供电、低压
供电及高低压融合供电等三种供电模
式，推出“专享”、“共享”、“随享”供电服
务套餐，为园区全力打造“私人定制”式
贴心服务，有效提升客户“获得电力”指
数。

目前，永康供电累计实现小微园区
投运接电容量 35810 千伏安。王溪田

“共享”套餐样板小微园、黄山“专享”套
餐样板小微园、西朱“随享”套餐样板小
微园区已陆续投运。

下一步，公司将以样本小微园为模
板，持续完善小微园供电管理模式，构
建良好的园区用电环境，助力永康地方
经济健康、稳定、高速发展。

朱春荣 谢位红 孔威

永康供电：“三享”定制服务构建小微
企业园区用电环境

江山供电：打通便民服务
“最后一公里”

浙江精石贸易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金从

伍佰万元整减至壹佰万元整。请债权人自接到本
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
有提出要求。

浙江精石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6日

10 月 20 日 21 时，经
过32个小时的连续奋战，
浙江交通集团杭绍甬高
速杭绍段项目曹娥江特
大桥主墩 0#块首次浇筑
完成，这标志着曹娥江特
大桥工作重点正式转入
上部结构施工。

曹娥江特大桥全长
1356米，主桥为五跨波形钢腹板连续刚构形式，主跨188米，为目前
国内跨径最大的波形钢腹板公路桥梁。本次浇筑的顺利完成，为
后续悬臂梁快速施工提供了有利保障，预示着曹娥江特大桥的施
工已经进入了全速突进阶段。 王秀艳 郑佳珍

曹娥江特大桥主墩0#块首次浇筑完工
浙江大高商贸有限公司减资公告：根据
2021年 10月 27日股东会决议，浙江大高商
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 1000万元减至 100
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
求。特此公告。浙江大高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8日
浙江川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绍兴市柯桥区滨海树坪店面遗失个体工商
户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330621607039143，声明作废。
宁波欧锦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合同章4枚，编
号分别为：3302040098692、3302040100462、
3302120460888、330204016702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宁波创嵘实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将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人民币减到
10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
资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宁波凯斯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由800万元人民币减
到 5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减资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湖州德满谊餐饮有限公司 2021
年 10月 27日股东会决议，湖州德满谊餐饮
有限公司将注册资金由 100万元减至 85万
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逾期
不提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合伙企业转型清算公告：合伙企业宁海县创
美 汽 车 部 件 厂（普 通 合 伙）（注 册 号 ：
913302267421963137）拟转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原合伙企业将清算注销。原合伙企业债
权债务由原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升级后的
公司对原合伙企业债权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特此公告！
杭州高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
资公告：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
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 15000 万元减至 2700
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