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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困脱困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威海市总工会“精准”帮扶助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本报威海7月2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夏丽萍) “要过
节了，带点东西过来看看你，最近
身体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
难？”6月19日，在威海市总工会的
牵头联系下，威海城建集团工会
主席阚吉军带着慰问品来到国家
级建档困难职工袁会琴家“结对
认亲”。

今年43岁的袁会琴不幸罹患
子宫癌，并独自抚养上初中的儿
子，生活非常困难。威海市总第一
时间摸清了她的困难情况，将她
建档入册，并帮助联系爱心单位
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这才出
现了开头的一幕。

困难职工的解困脱困路，“娘
家人”始终牵肠挂肚。近年来，威

海市总工会坚定不移贯彻中央坚
决打赢扶贫脱贫攻坚战精神，坚
持把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
纳入全市脱贫攻坚大局，紧扣工
会主责主业，积极构建“精准化”
的困难职工帮扶体系，下实功出
实招，打响了一场困难职工解困
脱困攻坚战。

精准调研，摸清困难职工“脉
搏”。在往年的基础上，今年上半
年，威海市总工会再次对全市困
难职工开展了3次入户调研，详细
摸清了困难职工家庭状况、困难
原因、技术特长、就业要求、思想
状况等，因户施策制定解困脱困
工作方案。威海市总工会还建立
了困难职工联系人制度，为市级
以上建档的困难职工统一发放印

有基层工会联系人电话的连心
牌，建立工作台账，根据情况变化
实时更新，做好职工动态管理，做
到不漏一人，不少一户。

精准发力，集合力量“聚焦”
脱困。调研显示，因病致贫是困难
职工致困的主要原因，2018年，威
海市总工会在工会会员爱心互助
补充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将因病
致困的困难职工家庭都纳入了医
疗互助范围，免费为全市3300多
户困难职工家庭、900多位困难女
职工量身打造专项保障计划，涵
盖意外伤害、住院津贴、重大疾
病、住院费用补偿医疗四方面，为
困难职工撑起抵御疾病风险的保
护伞，两年来理赔人数达970多人
次，理赔金额近50万元，极大减轻

了困难职工医疗负担；今年6月4
日，《威海市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
法》出台，在支出型困难家庭纳入
低保方面做了创新突破。为用好
这一利民政策，威海市总工会积
极推动困难职工纳入社会保障，
及时与民政部门进行对接，准确
提供目前全市18户国家级在档困
难职工的情况，民政部门将困难
职工下沉到各镇街，经过申报和
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等程序后，把
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纳入社会救
助兜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精准帮扶，“输血”、“造血”双
管齐下。在解困脱困工作中，威海
市总不断创新帮扶举措，不定期发
放“工会爱心卡”、“惠心礼包”，每
季度发放爱心慰问金，每年发放公

交卡，积极动员社会力量，让爱心
人士和困难职工结成帮扶对子，让
困难职工四季都能感受到关怀；在
今年疫情的特殊时期，威海市总及
时了解困难职工生活、工作情况，
提供应急帮扶，开展线上心理疏导
工作，并协调医疗机构做好医药的
及时送达，为困难职工提供健康保
障；今年下半年，威海市总计划开
展再就业培训，将没有工作的困难
职工、家属及子女纳入进来，为困
难职工提供就业和技能帮扶，增强
其“造血”功能。

在威海市总的精准施策下，
目前，威海市在档全国级困难职
工由2018年的49户减少到18户。
预计到2020年底，全国级在档困
难职工将全部实现脱困解困。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开启强村富民新模式
本报威海7月2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高宁) “现
在大部分圣女果都已经发红，
再过几天就能大量成熟啦。”初
村镇佃里院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社员曲奎明激动地说道。走进
佃里院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圣
女果种植大棚，清香扑鼻，放眼
望去一片绿意盎然，成串的果
子挂满枝蔓；旁边的葡萄大棚
里，一棵棵葡萄苗整齐排列、长
势喜人；而在村南的果树育苗
基地里，一株株桃树苗和梨树
苗争先抢后的向上伸展身姿，
社员们正忙着平整土地、浇水、
施肥，夏日的佃里院村一派生
机勃勃。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找
对路子才能做出样子。近年来，
针对部分村集体经济薄弱、农村
组织化程度低、集体意识淡化等
现实问题，初村镇党委、政府号
召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将村
级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
与合作社的经济优势、产业优势
相结合，以此实现“支部有作为、
群众得实惠、集体有收益”三方
共赢。

“我们村里原来比较穷，村
集体收入很少，现在我们将村民

手里空闲的土地流转出来，打造
水果种植基地，变荒为宝。”佃里
院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理事长
陈福明介绍道。佃里院村原来是
一个集体经济薄弱村，今年，初
村镇党委、政府引导佃里院村党
支部领办了土地股份专业合作
社，流转村民130亩土地，吸纳72
户农民入社，围绕葡萄、桃子、梨
等水果产业做文章，年可增加集
体收入20多万元，走出一条“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致富路。
目前，10亩桃树、10亩丑梨均已
栽种完成，前期扦插培育的30亩
葡萄苗成活后，也已移栽到村南
的种植基地。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必须
由支部班子当先锋、打头阵，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此，佃
里院村坚持“干部带入、党员先
入”的原则，由村委会主任陈福
明先行种植葡萄，用收益说话，
赢得村民认可；村“两委”委员苑
恩法则凭借成熟的水果种植管
理经验，提供技术服务；同时合
作社还聘请周边青旺、润声等现
代农业生态技术员，发展成为村
级顾问。党支部找到干事创业价
值所在的同时，使村民看到党支
部富民兴村的决心，以此增强党

支部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号召
力，从而使得农村经济由传统的
单打独斗、各自为政转变为抱团
发展、合作共赢。

除土地流转外，佃里院村
还与威海青旺生态科技园建立
合作关系，租赁16个冬暖大棚，
种植圣女果、樱桃等水果，由村

“两委”带领村民自主经营、统
一管理，青旺生态科技园提供
技术支持。目前已有4个大棚种
植优质圣女果，且第一批果实
即将成熟。未经营的大棚则以
每个每年1-2万价格进行转租，
预计年可增加集体收入8万元。
冬暖大棚可与周边青旺、润声
生态园连片发展，将水果采摘
与村内特有的窑窖文化相结
合，发展乡村旅游，拓宽增收渠
道。

“现在合作社各项工作都在
稳步推进中，大家有劲一块使，
相信合作社的发展前景会非常
好！”陈福明激动地说。借助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佃里院村形成了
党支部引领、合作社运营、群众
参与的良好格局，实现了村集体
经济的不断壮大、群众收入不断
增加，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

“源动力”。

环翠区总工会机关党支部

开展系列活动喜迎建党99周年

本报威海7月2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夏丽萍)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99周年，环翠区总工会机关党支部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七一”系列主题
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
勇于担当作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活动。端午节期
间，为了让社区居民及机关干部体验吃粽
子、佩香囊、带五彩绳的端午习俗，感受传
统文化魅力，党支部联合向阳社区开展

“悦享端午，民俗体验”巧手做香囊活动。
活动现场，大家分工合作，穿针引线，装上
中草药，绣制驱虫香包，制作香囊。

聆听老党员教诲。党员们将自己亲手制
作的香囊和《民法典》等书籍赠送给社区
老党员，其中有着44年党龄的张阿姨主动
给大家分享自己的入党故事，重温入党记
忆，年轻党员们深受鼓舞和触动，纷纷表
示要继承和发扬好党的优良传统。

上一堂党课。由党组成员带头以“全
球抗疫对比，彰显‘四个自信’”为题，为全
体党员上党课，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方面诠释了疫情下
的“中国力量”、“党员力量”。

过一次政治生日。机关党支部为6月
份入党的一名党员同志送上政治生日贺
卡祝福及《民法典》。该同志现场分享了自
己的入党初心和心得体会，疫情期间冲锋
在前的各行各业的党员们更加激发了“奉
献、担当、实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开展一场读红书活动。作为建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
党支部组织集体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九十
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以音频的形式重
温红色环翠“威海战斗史”，增强党员干部
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观看一部红色电影。“怕死?怕死就不
闹革命!怕死？怕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通
过观看《苦菜花》这部红色老电影，以冯德
英为代表的胶东妇女在抗日战争中表现
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让
全体党员深受教育，革命先辈们无私无畏
的革命精神，进一步激励党员干部继承红
色基因，在缅怀先烈中永葆先进本色。

全省首家县级农林水产业工会成立

本报威海7月2日讯(记
者 陈乃彰 通讯员 于
涛) 6月30日，威海市临港
区农林水产业工会成立大
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在山东樱聚缘农业公司会
议室隆重召开，这也是全省
首家县级农林水产业工会。

大会表决通过了《临港
区农林水产业工会第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和

《临港区农林水产业工会委
员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临
港区农林水产业工会第一
届委员会委员、主席和临港
区农林水产业工会第一届
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主
任，大会提名并通过了女工
主任人选。

近年来，针对临港区
农、林、畜牧产业快速发展，
职工(农民工)队伍不断壮
大的新形势，为充分发挥产
业工会在推动产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促进产业劳动关系和谐
稳定中的优势和作用。临港
区总工会积极探索建立产
业工会组织的新路径，按照
省总、市总及省、市农林水
产业工会年度工作部署，在
市总工会5月22日下发的

《关于组建县级农林水产业
工会的通知》后，第一时间
召开专题会议，划分4个片
区对全区重点农、林、畜牧
等龙头企业进行走访调研，
掌握第一手资料。经过半个
多月的筹备，召开了临港区
农林水产业工会成立大会，
选派业务部室负责人担任
产业工会主席，并将原来的
临港区现代农业产业联合
工会并入其组织架构。

临港区农林水产业工
会覆盖了山东樱聚缘农业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威
海上善堂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威海高赛畜牧制品有限
公司等26家农、林、畜牧等

龙头企业和有影响力的农、
林、畜牧企业，吸纳1000余
名农民工。同时，计划年内
将蔄山镇的威鹰玫瑰和黄
岚办事处的山马西瓜合作
社也纳入进来，目标是涵盖
30个成员单位，为1200多名
农民工服务。

下一步，临港区农林水
产业工会将在做好新时代
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不断扩
大工作覆盖面、开展现代高
效农业产业争先创优劳动
竞赛、擦亮“四季服务”品牌
切实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
人”等方面下功夫、见实效，
加强全区农林水相关领域
单位、生产合作社、非公企
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整合
各级工会优势资源，增强农
林水产业工会职工的凝聚
力、向心力，真正把临港区
农林水产业工会打造成为
值得信赖和依靠的“职工之
家”。


	W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