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工会

责任编辑：刘晓丹 组版编辑：张珂清 校对：张苑

2020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五

汕头市总部署工会报刊订阅和宣传工作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林婷玉）11 月 18
日，汕头市总举办 2021 年度工会报刊订阅
及工会新闻宣传培训班，汕头市总工会副
主席杨一冰出席并讲话。
会议表彰了新闻报道和发行工作先
进单位和个人，郑文辉等 7 名基层工会干
部获评省总工会《南方工报》2020 年发行
工作先进个人，毛子杰获评新闻报道优秀
个人。汕头市总工会被评为 2019－2020

年度新闻报道先进单位、2020 年度《南方
工报》发行工作一等奖。
汕头市总工会要求，各级工会干部要
提高政治站位、树牢阵地意识、强化责任
担当，把扩大“两报一刊”覆盖面、影响力
作为一项直接关系到工会意识形态工作、
巩固壮大工会主流宣传舆论的重要工作；
采取切实措施，落实工会责任，做好工会
报刊的宣传发行工作，将工人报刊送到基

层工会和职工群众手中；加强与新闻媒体
的沟通和联系，宣传展示新时期汕头市工
人阶级的新形象、新变化，宣传展示汕头
市广大职工在牢记嘱托再出发、再创特区
新辉煌中做出积极贡献，注意总结先进典
型和先进经验，传递职工正能量，努力形
成新时期工人阶级新闻宣传的工作合力；
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报刊的订阅工作落到
实处。

中山市总强化工会干部业务能力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用
“实干指数”提升职工
“幸福指数”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重
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
步强化工会干部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推
动全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向纵深发展，11
月 16 日至 17 日，中山市总工会在市委党
校举办 2020 年中山市工会干部暨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培训班，全市各镇区总工会
（工委会）专职副主席、村（社区）工联会主
席、市总工会机关及事业单位有关工作人

员 100 多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邀请了广东省总工会相关部室负
责人、
中山开放大学副教授就工会组织建设、
集体协商业务、
工会财务和经费审查工作作
专题辅导。组织工会干部到小榄镇永宁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和皆利士多层线路版（中山）有
限公司职工服务阵地参观交流，
学习小榄镇
永宁社区工联会美丽园区示范点的创建成果
与先进单位工会工作经验做法。
中山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对新

时代工会工作提出要求：
要忠诚党的事业，
不断增强政治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
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要把握工
运时代主题，
不断增强先进性，
大力推进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
工匠精神，
充分发挥产业工人的主力军
作用；要竭诚服务职工，不断增强群众性，
努力做牢基层基础，
做实维权主业，
做强建
功立业，
做优职工服务，
用
“实干指数”
提升
职工群众
“幸福指数”
。
（中山工）

阅读、剪发、免费诊疗……深圳市龙华区总为户外劳动者
量身打造“工会爱心驿站”，职工直呼：

“真正办到我们的心坎上了”
“累了就到工会爱心驿站歇歇脚、喝
口水，驿站环境舒适、服务贴心，真正办到
我们户外职工的心坎上了。”近日，在深圳
龙华区松元厦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
歇息的刘女士笑着说，每到休息时间，这
里便是户外劳动者的最佳去处。
据了解，为解决户外劳动者喝水难、
热饭难、歇脚难、如厕难等问题，龙华区总
工会探索服务职工新途径，链接临街靠路
的休息场所和行业窗口单位、街道社区便
民服务中心等社会资源，建设户外劳动者
工会爱心驿站。同时，区总工会还广泛发
动爱心企业、各界人士募捐了一批桌椅、
板凳、空调、雨伞、饮水机、微波炉、医药箱
等物品，充实保障驿站的硬件设施。驿站
主要服务对象为环卫工人、建筑工人、交
通警察、出租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送餐员
等户外劳动者。
“为提高服务职工群众的精准化水
平，我们在选址前进行广泛调研论证，深
入了解户外劳动者的需求，逐步确定爱心
驿站的选点位置、服务内容及设施配备。”
龙华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娘家人”
为户外劳动者量身打造集休息、饮水、剪
发、阅读和手机充电等贴心服务为一体的
驿站，让他们在辛苦工作之余，能有一个
舒适的休息场所。
中建三局龙华区综合医院项目户外

汕尾市总开展
“三新”领域禁毒宣传
本报讯 日前，按照汕尾市禁毒委员
会的部署要求，为加强对“三新领域”
（新
技术、
新业态、
新组织）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工作，汕尾市总工会联合市邮政管理局在
海丰县禁毒教育基地开展 2020 年汕尾市
邮政行业禁毒、涉枪、涉爆、扫黄打非工作
培训会。汕尾市 10 多个快递行业单位 80
名员工代表参加培训。
培训会邀请汕尾海丰县公安局禁毒
办有关负责人作专题讲课。参训人员深
入学习了《寄递企业安全防范要求》
《禁止
寄递物品管理规定》、汕尾市禁毒工作相
关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同时签订《禁毒
承诺书》。活动主办单位工作人员还到汕
尾市的顺丰、韵达、申通和圆通 4 家快递
单位开展座谈并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1000
多份。
（李驿宿）

韶关新丰县总联合教育工会
举办班主任专业能力大赛
本报讯 11 月 13 日，由韶关新丰县总
工会、新丰县教育工会联合举办的 2020
年新丰县中小学班主任专业能力大赛在
县实验小学完美收官。叶建玮、潘怡珊、
郑中腾三位教师获得小学组一等奖，张彩
娥、何燕云、潘玉玲三位教师获得了中学
组一等奖。
此次比赛设置了成长故事叙述、主题
班会（班集体活动）设计、情景答辩三个环
节。在情景答辩环节，参赛选手现场抽取
一个案例，用 10 分钟的准备时间分析案
例，提出解决思路及对策。面对不同的案
例，参赛选手运用心理健康教育原理和方
法进行判断、分析，提出自己解决的思路
和方法，对策科学得当，可操作性强，博得
现场阵阵掌声。
（赖晓婷 罗天华 李治文）

云浮郁南县总
调研工会组建工作

◀中建三局
龙华区综合
医院项目工
会爱心驿站
为工友提供
免费诊疗服
务 单位供图

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自 2019 年挂牌以
来，解决了项目 1000 多名工友因出行不
方便理发难等生活难题，累计开展义剪活
动 19 次，免费理发 1600 人次。此外，还为
工人免费提供诊疗服务包括测量血压、包
扎伤口达 106 人次，提供缝补服务 267 次，
旧衣捐赠共享 173 件，使项目工友的获得
感、归属感得到进一步提升。
驿站不仅解决了户外劳动者的实际
问题，更是在工会组织与户外劳动者之间
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 爱心驿站建设是龙
华区总工会推进基层工会职工之家场地

规范化建设的一个缩影，实现工会服务职
工接长手臂、延伸触角的目的。”龙华区总
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连日来，区总在开
展职工需求调查的基础上，对 14 家非公
企业职工之家场地进行了实地走访调研，
结合企业职工服务需求对工会服务阵地
进行升级改造，争创基层工会职工之家示
范点，打造真正贴心服务职工的“职工之
家”。下一步，龙华区总工会将持续推进
职工阵地建设，实现站点连线、爱心连片
形成覆盖全区的服务阵地网络。
（庄思瑜）

本报讯 日前，云浮郁南县总工会一
行深入到郁南县产业园区内的云浮市安
信达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和广东鑫国源能
源有限公司调研工会组织建设工作。
在云浮市安信达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郁南县总工会了解该公司的企业性
质、经营状况、货车司机人数、货车数量
等 情 况 。 据 了 解 ，该 公 司 现 有 职 工 30
人，其中货车司机 13 人。为最大限度把
货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吸收到工会
组织中来，提高运输企业从业人员的入
会率，郁南县总工会向该公司法人代表
宣传了加入工会的好处及建会入会的必
要性，并就货车企业如何召集货车司机
入会、入会后货车司机如何享受工会关
爱、服务及工会经费、工会会费收缴等问
题与该公司法人代表进行深入探讨交
流，解除他们的思想疑虑。
经过初步交流，该公司法人代表表示
有意愿成立工会组织，将认真学习云浮市
道路运输企业工会组建工作推进会的有
关精神和工会组建资料，安排专人跟踪落
实组建工作。
（梁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