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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威海出口加工区外企职工100%加入工会
本报威海6月3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夏丽萍 ) 接球、扣杀、跳
跃……在日前举办的威海
经济技术开发区职工羽毛
球大赛中，由威海出口加工
区园区工会选派的外企职
工代表队正在赛场上进行
激烈地比拼，充分展示出加
工区企业职工的精神风貌。

举办多姿多彩的活动，
丰富职工业余生活，满足职
工精神文化需求，只是威海
出口加工区园区工会构建
和谐稳定园区的一个缩影。

自 2 0 0 6来 6月成立以
来，威海出口加工区园区工
会全方位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园区，在威海市率先实现
园区工会组建率、职工入会
率和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率

“三个百分之百”目标；率先
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职工
代表大会制度；2012年荣登
威海市劳动关系和谐工业
园区榜首；2016年，园区所
有企业全部达到二星级以
上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标准。

耀眼成绩的背后，是园
区工会打破常规，以新突破
应对新形势工会工作的厚
积薄发！

威海出口加工区里是
清一色的外资企业，东西方
的管理理念共存，多种文化
交织，企业的价值取向各不
相同，这也给当初的建会工
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2006年，出口加工区成
立之初，外资企业达到30多
家，职工1万多人，而建立工
会的企业仅1家，会员仅240
名。当时，很多外资企业的
行政方固执地认为，工会就
是带领工人和企业对着干，
所以他们对建会工作很不

“感冒”。
为加强工会组建力度，

改变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会
的错误看法，园区工会的工
作人员们迎难而上，挨家挨
户逐个企业走访，耐心宣讲
中国工会法，以及中国工会
与外方工会的区别，找出突
破口，选出重点，主攻在外
资企业比较有影响力的企

业，重点做外方投资人中比
较有威信的负责人工作，指
导企业成熟一个独立一个，
当年就发展会员8700名，职
工入会率达到了85%。功夫
不负有心人，2007年底，辖
区内30家外资企业全部建
立工会组织，职工入会率达
到了100%。

近几年，在巩固建会成
果的基础上，威海出口加工
区园区工会充分发挥园区
党工共建的职能作用，始终
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
的理念，以促进企业稳定发
展为目标，以服务职工为工
作定位，以劳模精神、工匠
精神为引领，以创新为主
题，以提升职工素质为主
线，加强职工政治引领、组
织职工建功立业、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保持职工队伍稳
定，充分发挥好政府、企业、
职工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让
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
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最
可信赖的娘家人、贴心人。

工会成立之后给企业

和职工带来的种种改变让
外企老板对中国工会有了
全新的认识，他们由最初的
被动应付、甚至阻挠工会活
动，转变为主动配合、积极
支持工会工作，使园区工会
在保障职工的基本权益、促
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构建
园区和谐稳定等方面的作
用得到极致发挥。

结合企业需求，威海出
口加工区园区工会先后组
织开展了“节能减排”、“双
亮双争”、“工人先锋号”、

“技能大赛”等技术创新活
动，组织引导企业工会广泛
开展以创新增效等为主要
内容的职工劳动竞赛活动，
企业职工中涌现出大批技
术能手和创新模范，辖区共
打造出 6家职工创新工作
室，其中4家为威海市级职
工创新工作室，2家为威海
市示范职工创新工作室，职
工创新热情极大激发，推动
了企业的创新发展，外企老
板们纷纷对中国工会竖起
大拇指。

本报威海6月3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夏丽

萍) 今年4月23日，中华全
国总工会隆重表彰了2019年
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
先锋号。金猴集团喜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成为威海唯
一获此殊荣的企业。

为表彰先进，5月31日，
金猴集团有限公司“全国五
一劳动奖状”颁奖仪式在金
猴酒店举行。全国总工会财
贸轻纺烟草工会副主席王
双清，全国总工会财贸轻纺
烟草工会轻工工作部副部
长杨栋国，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党委常委、副会长、中国
皮革协会理事长李玉中，威
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刘伟，威海市总工会常务副
主席刘德柏出席仪式。杨栋
国宣读了全国总工会的表

彰决定，李玉中和王双清分
别致辞。

据了解，全国五一劳动
奖状是全国总工会授予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
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事业单
位、机关团体的光荣称号，
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高奖项
之一。本次共授予92家企事
业单位这一奖项，其中威海
仅有金猴集团获此殊荣。此
次金猴集团脱颖而出，是全
国总工会以及社会各界对
金猴集团坚持技术创新、重
视品牌锻造、构建和谐企业
等各项工作的高度肯定。

近年来，金猴集团坚持
技术创新，促进职工技能素
质提升。公司建有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级工
业设计中心，拥有各类中、
高级职称技术人员136人，
先后参与制定国家、行业及

军品标准35项，累计获得国
家专利130余项，曾多次夺
得“真皮标志杯”全国皮鞋
设计大奖赛特等奖，2014年
包揽中国技能大赛——— 全
国首届制鞋工技能大赛冠、
亚军且有6名选手跻身前20
强，2017年包揽中国技能大
赛——— 全国首届鞋类设计
师职业技能竞赛前五名且
有 8 名 选手进 入 前 1 0 强 ，
2 0 1 8 年 包 揽 中 国 技 能 大
赛——— 全国皮具设计制作
技能大赛前三名。

金猴集团主导产品“金
猴”牌皮鞋、皮具均获得过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
牌”、“中国最具市场竞争力
品牌”、“行业领先品牌”等商
界重要荣誉，畅销全国并出
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9
年以来，金猴集团多次参加

阅兵鞋和阅兵靴的研发生
产，荣获“阅兵保障突出贡献
奖”，并相继为全军和武警部
队研发生产了50多个品种的
军用皮鞋及军用皮具产品，
其中所研发的“新型作战靴”
荣获2018山东省“省长杯”工
业设计大赛金奖。

李玉中和王双江在致
辞中对金猴集团表示祝贺，
尤其对他们多年来在促进
职工技能素质提升工作中
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
给予充分肯定，希望金猴集
团能够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再创佳绩。

金猴集团董事长柳富
林则表示，获此殊荣是国家
对金猴集团的鼓励和鞭策。
金猴将以此荣誉为新起点，
勇担使命、奋力攻坚，为促
进皮革产业的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本报威海6月3日讯(记者 陈
乃彰) 近日，环翠区自然资源局
在威海市第三次国土调查领导小
组带领下,共同至济南市参加“三
调”成果省级对接整改会议。

会议召集威海市四区、文登
区、荣成市、乳山市相关负责人及
技术人员在省自然资源厅由省级
核查组集中反馈，并就核查要点
进行重点讲解，就前期抽查威海
市报送的县级成果发现的问题，
提出具体整改意见。会议要求,威
海市要再次组织三调成果整改，
并按照省级核查组要求的报送节
点依次上报县级成果，确保成果
质量。

会后，环翠区自然资源局立
即组织相关业务科室及作业队伍
召开工作部署会，认真贯彻落实
本次对接整改会议要求，确保查
漏补缺，整改到位，全面落实调查
责任，打赢县级三调成果整改上
报攻坚战。

凤林学校教师梁芹

助残助学获赠锦旗

本报威海6月3日讯(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沈正彭 徐朝蓬) 近
日，残疾人朋友牛华伟在长城爱心
大本营残疾人志愿者服务队负责人
的陪同下，为凤林学校梁芹老师赠
送锦旗，以此感谢梁芹老师一家五
六年来对其家庭的无私资助。

据了解，牛大哥一家本就是单
亲家庭，与其子小森相依为命。然祸
不单行，五六年前牛大哥因工作原
因又不幸高位截瘫，使得家庭的生
活、孩子的学业都失去了着落。一个
偶然的机会，梁老师得知了牛大哥
情况，毅然决定对其家庭进行资助。
每学期开始前，梁老师都准时为小
森提供一学期的学费、生活费和生
活物品，自始至今从未间断。据了解，
在梁老师一家的关爱和父亲的积极
教导之下，现已入初中的小森，阳光
向上、乐于助人。

梁芹老师的爱心轨迹绝不仅限
于此，到目前已资助过多名需要的
学生。据了解，梁老师夫妇是威海长
城爱心大本营志愿者，平时总会为
需要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梁
老师还定期走进老年公寓、福利院
等施德行善。2013年，梁老师为素不
相识的白血病患者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成为全国第3434例造干捐献
者，并被评为区2014年度“助人为乐
道德模范”。

环翠楼街道多社区

开展家庭日活动

本报威海6月3日讯(记者 陈乃
彰) 5月15日是第26个“国际家庭
日”，5月13日，大众、大桥、塔山、杏
花村、南山、布谷夼、石河、胜利、海
城等多社区开展了“健康家庭、健康
中国”的国际家庭日主题活动，倡导
社区居民关注家庭健康，促进家庭
成员树立健康理念、采取健康的生
活行为方式，提高健康素养水平。

环翠区自然资源局参加

“三调”成果省级对接整改会议

本报威海6月3日讯(通讯员
史丽丽 邵柳明) 为更好服务
新动能培育，促进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环翠区审计局在财政政
策支持加快发展“十强”现代优势
产业集群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
审计中，精心梳理重点资金，筛选
重点项目，从企业申报材料入手，
重点关注企业项目推进、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等情况，确保相关政
策落实落地。

聚焦“十强”产业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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