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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总工会服务职能下沉，助推乡镇成为新职工服务中心

“娘家人”带来的满满幸福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夏丽萍

“我前段时间手术住院，想了解下工会给办的那个保险能报销吗？”5月12日，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的农民工赵建国来到镇
便民服务中心的职工服务窗口咨询，工会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了他的情况并进行了耐心解答。如今，设置在乡镇的职工服服务窗
口已成为威海工会服务镇域职工的“名片”。

今年以来，威海市总工会大力实施“汇聚工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行动，一批镇域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它
们及时对接新职工(农民工)需求，推动工会各项服务向镇域拓展延伸，引导更多资源要素向镇域流动，打通城乡要素流动通
道，使广大新职工(农民工)也能享受到与城镇职工一样的贴心服务。

工会阵地建设百花齐放

可以容纳近200人的职工电影
院，拥有专业音响设备的职工ktv,，
随时免费体验的专业健身房，藏书
量丰富的职工书屋……走进位于
荣成寻山街道的恒茂集团职工服
务中心，各类职工休闲娱乐设施让
人直呼“高大上”，自今年五一正式
开放以来，已成为周边职工的火热

“打卡地”。
为更好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

日益壮大的农业产业工人队伍，今
年，威海市总工会以乡镇驻地为中
心，整合辖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会
服务阵地以及企业公益服务场所
等，实现镇域范围内职工服务场所
全覆盖，搭建起了“30分钟服务圈”
服务职工新模式。与此同时，威海
市总还持续推进职工服务中心规
范化建设，构建了“市区职工服务
中心-镇街职工服务站-企业职工
服务点”三级职工服务网络，建成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67个、妈妈小屋

213个、模范职工书屋343个、工人
文化宫及职工健体中心25家，各类
线上服务阵地联网成片，为全市职
工尤其是新职工(农民工)提供了
无缝隙、全覆盖的工会服务。

救助帮扶传递工会温情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工会对
我的帮助太大了，是你们给了我生
活的信心。”“工会就是你的娘家
人，有什么困难就及时反映，我们
会尽力帮助解决。”4月28日，威海
市总工会负责人来到困难农民工
袁会琴家走访慰问，为她带去工会
组织的浓浓关切与温暖。

职工冷暖时刻挂在心头。结合
工会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开展，威海
各级工会组织不断加大对镇域困
难职工的帮扶救助力度。今年五一
前夕，针对新职工(农民工)群体，
专门开展调研摸底和集中走访活
动，将困难职工及时纳入帮扶救助
系统，根据困难职工需求，量身打
造救助计划，给予送温暖、送助学

以及技能培训、就业服务等精准帮
扶。为缓解困难职工因病致贫、返
贫现象，威海市总工会将工会会员
爱心互助补充医疗保险工程向镇
域延伸倾斜，将更多新职工(农民
工)纳入到保障范围。今年，全市共
51 . 45万人参保，其中镇街职工超
过15万人次，占全部参保人数的近
三分之一，这一比例将随着乡村振
兴的进程继续提高。

精准服务贴近职工需求

“最近和儿子闹矛盾，关系很
僵，工会能不能组织一次关于亲子
关系的心理讲座？”前段时间，威海
市文登区总工会结合新入会职工
(农民工)需求，邀请心理专家为30
余名新职工(农民工)举办了一期
以亲子关系为主题的心理沙龙，收
获了良好效果。

针对新职工 (农民工 )的不
同需求，威海各级工会组织随时
提供“干货满满”的精准服务“大
礼包”：依托各类工会阵地开展

职工文体活动、单身职工交友活
动、职工心理沙龙活动，丰富他
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针对农民工
法律意识淡薄问题，开展农民工
公益法律服务行动，帮助他们合

法维权；结合“城乡工会手拉手”
活 动 开 展，不定期组织新职工
(农民工)参加一线疗休养活动，
使他们共享发展成果，更好助力
乡村振兴。

威海市总工会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走心
本报威海6月10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王艳 ) 威海
市总工会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把党史学习教育同为职工办
实事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搭建网
络平台，丰富培训载体，满足用
人单位用工需求和求职者求职
需要。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上持续用力，
立足工会服务职工职能，践行以
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切实将
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成效，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推进各
项实事落地生效。

启动“职等你来”工会就业
服 务 行 动 。依 托“ 齐 鲁 工 惠 ”

A P P、“威海工会在线”微信公
众号和工会官方网站搭建了网
络 招 聘 平台，为劳动者和用人
单 位 提 供优质高效服务，目前
全市已有 8 0多家企业发布 4 4 1
个 招 聘 岗位。大力推动了工会
就业服务工作常态化和缓解困
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子女就

业难等问题。
举办直播电商培训班。重点

帮助威海各级工友创业园和涉
农经济组织利用互联网优势，掌
握 推 广 短视频、直播带货新模
式，拓展农业产品和乡村旅游产
品营销渠道。培训邀请了直播电
商领域理论和实战经验非常丰

富的专家讲师通过现场讲授、实
操演练、案例分析、经验交流等
方式，为近百家工友创业园、涉
农经济组织的200余名职工系统
讲解了当前直播电商发展趋势、
抖音直播案例、电商直播大平台
分析等内容，为乡村振兴插上互
联网的翅膀。

荣成市总工会全方位服务关爱劳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夏丽萍 宁兰芳

“您以劳动引领社会风尚，您
以奋斗成就伟大梦想；您是最宝贵
的财富，您是最光辉的榜样”，6月
10日，威海市劳动模范赵建平手捧
荣成市总工会送来的生日花饽饽，
高兴而又自豪地念出上面的字样。

这是荣成市总工会扎实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全方位服务关
爱劳模的缩影。近年来，荣成市总
工会把抓好劳模服务作为职工思
想政治引领的行为基础，用对劳模
的精细服务实现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的社会化弘扬。

让每一位劳模都找到“娘家”
“我还以为没人记得我曾是劳

动模范”，今年3月份，当荣成市总
工会工作人员敲响于志英的家门
时，她激动地喜极而泣。

于志英是上世纪80年代的威
海市劳动模范，她所在的荣成市毛
巾厂倒闭二十余年，劳模档案上仅
有她的身份证号且还是15位。荣成
市总工作人员以身份证号为线索，
通过户籍大数据核查，确定她的居
住区域，再与社区网格员进行对
接，最终落实了她的家庭住址。

今年，荣成市总在对劳模档案
的整理过程中发现，在册的386名
威海市级以上劳模中，最久远的荣
誉获取于1953年，由于年岁久远、
通讯方式变更、企业破产倒闭等原

因，共有11名劳模与工会失去联
系，成为劳模服务的盲区。对此，荣
成市总开展了在册失联劳模“清
零”行动，对与荣成市总失去联系
的劳模进行追溯查访。最终，除已
经去世的4名劳模之外，其余7名劳
模再度纳入劳模服务序列、落实了
劳模待遇，找到了“娘家”。

让劳模感受到工会的温情
“每年工会都组织我们免费

体检，真的是让我们切身感受到
身为劳模的自豪。”日前，荣成市
总工会开始分批组织劳模进行健
康查体，在场劳模都为工会的贴
心服务点赞。

劳模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为在

社会营造关爱劳模、崇尚劳模、争
当劳模的浓厚氛围，荣成市总工会
认真贯彻落实各各项劳模服务政
策,在政治上尊重劳模，思想上关
心劳模，生活上照顾劳模,让劳模
有荣誉、有待遇、有地位、享实惠。

2020年，荣成市总共发放困
难劳模救助金19 . 3万元，发放春
节慰问金5 . 2万元，落实破产倒闭
企业劳模荣誉津贴6 . 1万元，为劳
模免费查体投入23 . 7万元。比外，
每年都会为劳模免费订阅报刊杂
志、组织劳模疗休养、生日送上礼
物和祝福等，通过细致而贴心的
服务让劳模感受到“娘家人”的浓
浓温情。

威海高新区总工会

开展优质农产品进企业活动

本报威海6月10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夏丽萍)
为更好地推动城乡工会手拉

手工作，实现城乡共同发展，6
月4日中午，高新区总工会“工
会搭桥·城乡拉手”优质农产品
进企业活动走进光威集团。

高新区总工会进企业，摆
产品、挂横幅，一场别开生面的
农产品小型展会立即展开，来
自区内蓝呱呱农场、51号农场、
鑫泉食品等涉农企业的蓝莓、
地瓜干、苹果、大花饽饽、西饼
等农产品得到了大家的青睐，
广大职工纷纷驻足品尝，共有
近千名职工参与到活动。

“没想到咱们高区还有这

么好吃的苹果和蓝莓，正好现
在天气好了，周末带着家里人
采摘去！”参加活动的职工对活
动产品赞不绝口，不少职工记
下企业电话，决定带领家人朋
友去尝鲜。

下一步，高新区“工会搭
桥、城乡拉手”优质农产品进企
业活动将继续开展，区总工会
带领涉农企业走进全区各大中
型企业、园区和写字楼，大力宣
传推广涉农企业产品，让更多
的职工了解涉农企业，促进更
多的工会组织与涉农企业开展
手拉手活动，打通城乡工会联
结通道，促进城乡工会共同发
展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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