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总举措走进华隧

32 责任编辑：青子 组版编辑：王斌 校对：莲子
2017年6月7日 星期三 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黄业斌黄业斌（（中中））等等参观参观隧道工程项目部隧道工程项目部中控室中控室 郗建新郗建新//摄摄

广东“工人在线”第四十三场访谈走进广东华 隧建设集团工程项目工地，
关注工会服务创新

领导与嘉宾：

黄业斌 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张振飚 省总工会副主席

高福生 广东建工集团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
主席

王 昭 广东华隧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易 觉 广东华隧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总工程师

李康安 广东华隧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

柳剑能 南方报业传媒
集团南方新闻网副总编辑

点评嘉宾：

刘 乐 工人在线特约
观察员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
细英 见习记者林婷玉）“穿越
无界 创建未来。”6月5日下
午，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总承包广州市220KV
石井至环西电力隧道工程项
目工地上热闹非凡。当天，广
东“工人在线”第43场在线交
流活动以“关注企业工会服务
创新”为主题，工会领导、企业
老总、行业专家、工人在线特
约观察员等与一线员工面对
面交流。

“科研支持和送戏下基层
这两点是华隧工友眼下最需
要的”，华隧集团党群部温娟
子告诉记者，现场交流活动中
工友们提及的6个问题，都得
到了工会主席的解答。

交流活动后，黄业斌等一
行先后参观了广东华隧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承包广
州市220KV石井至环西电力
隧道工程项目部的中控室、在
建隧道工程地下部分、第四管
理中心创新工作室，并调研了
该项目进度、一线员工对创新
成果的实施应用情况等。

主持人：请介绍一下华隧工
会的情况。

李康安：我们工会主要在提
供服务、搭建技术创新方面做得
比较好。比如开展群众性技术创
新活动，鼓励职工小发明、小改
造、小改革、提合理化建议。活动
开展以来，全体职工都在参与，立
足岗位创新，带动华隧科技创新
的氛围。经过这样的带动，华隧
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比较好的成
果。此外，工会还为职工搭建了
展示技术、技能的平台，举办测
量、安全知识、机械维修等比赛，
效果很好。

主持人：在服务员工方面，工
会做了哪些工作？

李康安：将对职工的关怀送
到一线、送到基层，这是我们华隧
工会工作的特点，重点在吃、住和
业余文化活动三个方面加强对一
线职工的关心。

主持人：吃和住有什么不一
样吗？

李康安：我们开展了饭堂对
标管理活动，提高了整个项目工
地饭堂的水平。工地饭堂一般不
太好，但是工会搞了活动之后，形
成了各个饭堂的比赛，谁做的菜
好吃，谁的价格便宜，大家满意，
我们评流动红旗，每半年评一次
奖。

我们项目部工地宿舍全部装
了空调，不管是农民工兄弟，还是

我们的职工，都住在空调房，统一
配备生活用品，统一服装，另外还

有24小时热水供应，让大家住得
舒适，这是我们工会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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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省建工集团在工会
服务创新方面是如何开展工作
的？华隧建设集团工会工作最突
出的地方在哪里？

高福生：我们有28家二级工
会，1500多名正式工会会员，服务
的职工有几十万人，服务对象包
括农民工。具体工作主要是坚持
了三个抓手。一是坚持以教育培
训为抓手，我们一贯主张只要有
职工的地方，工会就要免费进行
组织培训。二是坚持以劳动竞赛

为抓手，我们集团是全国安康杯
竞赛活动的主赛区，从1999年以
来连续18年被评为全国劳动竞赛
优秀单位。三是集团和各企业都
设立了帮扶金，每年都开展春送
祝福、夏送清凉、秋送助学、冬送
温暖活动，每年送出的帮扶金和
慰问金达300万元。

主持人：华隧集团在服务职
工方面还有哪些创新做法？

王昭：工地的联欢会是华隧的
品牌。每年都会选一个项目工地

举办大型联欢会。我曾经参与过
一个联欢会，几百人，连社区的居民
都一起来娱乐，气氛非常好。工地
现场业余生活是比较乏味和枯燥
的，我们要想职工所想，填补空缺。

主持人：企业在支持工会工
作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王昭：我们支持工会独立开展
工作，工会主席也是党委副书记，
参与企业重大事项的决策。有些
重要的事情，涉及职工利益，都要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才能

执行，进行民主决策。另外工会组
织的活动，我们也是全力支持，工
会经费也是按照全总的规定划拨，
不够的话我们还会补贴。

主持人：说到补贴，这是给企
业增压了还是减压了？

王昭：做一件事付出成本是必
然的，但是工会的付出，开展工作
所花的管理成本，和所得到的回报
是不能相比的，这是企业不可或缺
的一个部分，所以不能说增压或者
减压，整个公司是一盘棋。

主持人：我们了解到，华隧工
会工作还有非常突出的一个特
点，就是参与生产经营，请你具体
介绍一下。

李康安：工会参与企业的生
产经营，这也是我们华隧工会的
一个特色。工会从三个方面积极
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一是参与
文明施工，提高企业形象。二是

参与安全生产，通过举办安康杯
竞赛来推动安全生产。三是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公司工会成立了
劳动调解委员会，工地发生劳动
纠纷，工会第一个到现场解决问
题。工会一方面通过服务，让大家
有归属感，另一方面通过劳动纠纷
的调解，形成职工对企业的认同
感，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构成了

我们华隧和谐劳动关系。
主持人：我想了解一下哪些

发明可称之为华隧四大发明。
易觉：华隧有“四大发明”：双

模盾构机研发、平衡始发到达技
术、MJS水平加固技术、冷冻刀盘
技术。我们每一项发明，上依靠
领导、下依靠工人团队，工作上下
都是一致的。

主持人：华隧创新热情高涨，
很多技术和工程开始广泛得到应
用。我们的创新肯定也是离不开
工会的支持和保障吧？

易觉：从工地进场到结束都离
不开工会的支持。企业靠什么吸
引人才？一个是给足够的报酬，另
外还需要职工对企业有感情，工会
的服务让我们的职工很有归属感。

工会参与企业生产经营

工会把对职工的关怀送到一线

今年省总工会将办50项技能大赛

主持人：请问省总工会在提升
职工素质和开展职工技术创新活
动方面有什么新的举措？

张振飚：工会要围绕振兴实体
经济做工作，就要在创新驱动、团
结动员引领广大职工开展技术创
新、劳动竞赛、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等方面发挥作用。这需要有抓
手。一是开展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重点工程劳动竞赛，劳动竞赛
可以极大激发职工的创造性和积
极性，促进企业的发展和重大工程
任务的完成。二是在重点行业开
展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这种竞赛活
动一方面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和
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职工
队伍的建设，提升职工队伍素质。
今年省总工会安排了50项技能大

赛，跟政府相关部门合作，每一项
竞赛都会有成果，这些成果的排名
优胜者会得到表彰。三是结合企
业实际，开展一些职工技术创新活
动，如企业的小革新、小发明、小创
造、小设计、小建议。我们工会要
做的，就是通过这些抓手来服务创
新。在劳模的评选，工匠评选以及
资金方面，我们要向创新倾斜。

工地大型联欢会很受欢迎

现场互动

劳模与工匠评选向创新倾斜

主持人：现场的职工朋友们希
望工会为你们提供哪些服务？

现场职工：我是工地的一名农
民工。我想利用业余时间充电，不
知道省总工会有没有相关平台可以
圆我们的求学梦？

王昭：省总工会对学习的支持
是有规定的，我们公司也有相关的
规定。我们鼓励职工成才，培训也
是一个途径，相应费用公司也有规
定。人力资源部每年都有培训计
划，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张振飚：省总工会每年投入
1000万在职工教育方面，职工可以
根据自身需求，结合自己的实际情
况，到广东职工教育网提出申请。
此外，还有手机APP等，这些都是免
费的。

■■交流活动现场 郗建新郗建新//摄摄

华隧集团的工会系统基本
做到了全覆盖。工会不仅仅是
后勤保障，而且还参与企业的
运营管理，是非常少见的。现
在全国一年可能新建铁路几千
公里，轨道交通大概有三十到
四十个城市在进行建设，这些

都需要用到华隧集团的技术，
华隧前景可期。希望职工加把
劲，撸起袖子加油干，使华隧早
日成为中国轨道交通，包括盾
构机方面的龙头企业。也希望
企业揽到更多工程，使大家的
收入更快速地增长。

总结

今天，我们见证了华隧这么
一个创新企业。企业有优秀的人
才和工匠可以往省里送选先进典
型，经评选，工会可以给他们颁发
荣誉，让大家争当劳模、争当先
进、争当工匠，营造氛围。要打造
工匠就要建立一整套工作机制，
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

活保障，还要提高工匠在社会上
的地位，在政策上给他们支持，在
资金上给他们扶持，让他们在好
的环境中安心工作，创新创造。
总体来说，我们要打造一支高素
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发挥工人阶
级的主人翁地位、主力军作用，做
出更大更新的贡献。

张振飚

点评 刘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