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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岗工会推行企业工会与企业方联席会议

江门市总、市直机关工委
督导解困脱困工作

解决企业内部职工诉求八成以上

现场协调
解决基层困难

本报讯 近日，深圳龙岗区各级工会
组织指导辖区企业工会积极发挥工会组
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结合企业实际，组织
召开企业工会与企业方联席会议，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共渡
疫情难关，
取得显著成效。
龙岗区企业工会与企业方联席会议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统计，疫情期间该辖区 11 个街道中共
有 131 家企业通过企业工会与企业方联
席会议，收集职工诉求或企业经营管理
问题 278 条，解决职工诉求或企业经营管
理问题 236 条，企业内部职工诉求化解率
达到 85%。
现有职工 700 余人的深圳市金悠然
科技有限公司，上半年受疫情影响，该企

业订单剧减，面临严峻的用工和防疫防
控压力。对此，该企业工会与企业行政
方及时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重点
讨论职工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安排及如何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等事项。同时通过联
席会议，公司将企业经营状况、防疫防控
安排等向职工作了充分的说明，获得了
职工理解和认可，最终双方同意在疫情
期间采取员工轮岗轮休制，保证员工岗
位工作的同时也缓解了企业用工成本压
力。此外，企业也严格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确保在岗人员安全，对身处疫区职工
暂缓复工，并依据相关规定，给予职工基
本生活保障。截至目前，企业已顺利渡
过难关，生产经营逐步恢复正常，疫情防
控科学有效。

近年来，龙岗区总工会主动适应不
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多元化、多层次的
职工需求, 积极探索推进企业民主管理
工作的途径和形式，在企业内部创造性
地推行企业工会和企业方联席会议，以
更灵活有效的方式及时解决职工诉求，
有效维护和谐劳动关系，实现职工和企
业共同发展，打造企业民主管理“龙岗模
式”。
接下来，龙岗区总工会还将继续探
索在全区推行企业工会与企业方联席会
议、园区议事会、社区议事会等职工参与
民主管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制，进
一步解决超出企业职能范围的职工诉
求，
促进企业、园区、社区的共同发展。
（刘友婷 李小红）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检修试验分公司工会

培育
“工匠方阵”带动青年职工提升技能
■全媒体记者 王艳 通讯员 马胜密
连续奋战 15 个日夜，拆除和安装了
135 个传感器，没有出现一处故障。2019
年 11 月，广州蓄能水电厂 A 厂#1 机组大
修，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检
修试验分公司（以下简称“修试公司”
）自
动化检修部网络安全班班长、广东省技
术能手邱小波摸透了机组主体设备的
“脾性”，准确将传感器解线和抽线，从而
保障了机组主体检修项目的有序开展和
后续机组的调试工作。
修试公司有职工 210 多名，平均年龄
34 岁，他们负责南方电网在东部的运蓄
能发电公司生产设备类资产的维护、检
修、试验、技改等全生命周期全过程管理
和实施。该公司工会全力推进人才强企
工程，通过创新工作室、师带徒、
“南网创
客”等平台培育“工匠方阵”，激励青年职
工创新创造创优，造就一支技术精湛的
产业工人队伍。

“头雁”作用打造“工匠方阵”
“巩宇劳模创新工作室”是技能工匠
们最喜欢的场所，这里设置了试验区、研
讨区和学习创新区，还有调速器系统试
验机、过速及变频试验机、PLC 和传感器
校验机等模拟仿真设备一应俱全。工作
室带头人、省劳动模范、高级工程师巩宇
告诉记者，工作室每周开展有针对性的
技术技能培训，组织头脑风暴式的交流
研讨、岗位练兵、技能竞赛等活动，先后
培养技术人才 30 多名。
修试公司充分利用技能大师的“头
雁”优势，以他们名字命名创新工作室，
鼓励他们组织工作室成员开展技术攻
关，进行传帮带，为公司孵化壮大“工匠
方阵”。邱小波是“巩宇劳模创新工作
室”管理负责人，他将多年积累的检修
经验修编了 50 多份作业指导书和 10 多

■创新工作室是青年职工成长的平台
份工作方案，这些心得也成了青年检修
人员的操作“宝典”。他承担设计和开
发的“基于 Eventlog 的事件智能分析软
件”，帮助年轻检修人员精准识别障碍，
精准检修，快速成长为独挡一面的技术
能手。

“师徒结对”助
“菜鸟”成长

本报讯 日前，江门市总工会、市直
机关工委相关领导组成督导组，分赴台
山、开平、恩平三市调研督导主题党日
活动暨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
督导组先后来到各市镇（街）职工
服务中心、企事业单位基层工会实地调
研走访，深入了解镇（街）工会组织和基
层工会关于困难职工帮扶宣传发动、措
施落实以及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企业
经营状况、职工收入、劳动关系和谐等
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基层工会遇到的困
难。
督导组要求各级工会组织，要通过
多种形式积极宣传困难职工帮扶政策
和申请渠道，做到进企业、进车间、进班
组，决不允许存在困难职工因不知晓政
策导致漏报漏帮的情况。要用足用好
上级党委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帮扶政策，
推动政策在本地落地见效，真正让每个
困难职工受益。
（江门工）

揭阳市总发出“征稿令”

战
“疫”故事
传递正能量

王艳/摄
工程师证书后，不积极参加高级工程师
选聘。”该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何光
强表示，
“ 师徒结对”是公司培养青年人
才，保证安全生产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
要环节。

“创客空间”
激励青年职工创优

近 年 来 ，南 方 电 网 鼓 励 职 工“ 小 创
2019 年 4 月，高玥颖入职修试公司自
新、大作为”，评选出一批立足岗位的“南
动化部门。新员工培训后，她和邱小波
网创客”，引导职工在创新成果、专利授
结对子，师徒“一对一”教学，学习电厂内
权、学术论文发表和工作室团队建设等
自动化相关知识以及 ONCALL 方面的故
方面创新创效。
障处理。
“ 师傅喜欢让我独立思考，比如
“做创客不做看客，有了创新课题就
设备有了故障，他不会直接告诉我应该
值得去大胆尝试。”自动化检修部副主任
怎样处理，而是让我结合自己的理解去
杨铭轩坚守检修一线 10 年，他组织推进
分析，然后在我思考出现偏差时加以提
了首个国内大型抽水蓄能电站监控系统
点，同时和我分享他的经验供我参考学
上位机国产化改造技术研究及应用，突
习。”高玥颖说，现在她已经能独立负责
破“多方多层多类型设备间通讯”等多项
某个设备的定检了。
创新难点，建立以“知识库”为基础，采用
“目前，我们高级工程师才 30 多名， “类人工智能”的故障智能分析方法，为
工会做了调查，发现很多职工提升自身
抽水蓄能机组故障处理提供了全新的分
素质意愿不强，大部分职工在取得中级
析工具，
极大提高了故障处理的效率。

本报讯 为进一步激励广大职工共
克时艰，众志成城打赢抗击疫情阻击
战，揭阳市总工会联合揭阳日报社举办
了“中国梦·劳动美——抗击疫情，我们
在行动”职工征文比赛活动。
自 3 月底发出“征稿令”以来，揭阳
各县（市、区）各单位工会认真组织发
动，广大职工参赛热情高涨，一个月的
时间共收到包括论文、诗歌、散文、小说
等体裁的投稿 600 多篇，参赛者有机关
干部、援鄂医护人员、教师、企业员工
等，他们从不同角度精彩讲述了“非常
时期的劳动者故事”，传递正能量。近
日，经评委会评选，共评出一等奖 4 名、
二等奖 8 名、三等奖 15 名、优秀奖 30 名；
优秀组织奖单位 16 个，
并举办表彰会。
（揭阳工）

韶关翁源县经济开发区
工联会

指导企业组建工会
本报讯 6 月 22 日，韶关翁源县经
济开发区工联会相关领导带领县总工
会社会化工作者走访广东优贝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
指导企业组建工会。
该工联会表示，工会组织的组建工
作要注重“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并
强调组建工会有助于协调企业与职工
和谐关系，促进共同发展，增强广大职
工的归属感、认同感，帮助企业更好地
凝心聚力。
（刘文娟 梁家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