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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工 人 报 理 事 会 自
1997年诞生至今，伴随江苏经
济社会发展，紧跟我省工运事
业前进步伐，走过了20多年不
平凡的历程。在省领导、全总
领导、省总工会领导的关心支
持下，成员单位不断发展壮
大，一批“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
企业”、“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全国劳动模范”单位，“江苏
省工会工作模范市、县（市）、
区”单位，以及江苏 50强企业
单位先后加入本报理事会。

江苏工人报理事会，坚
持“合作、发展、共赢”宗旨，
为各成员单位宣传报道劳模
先进、工会品牌和企业文化
等提供服务；理事单位为报
社 提 供 优 质 稿 件 和 报 道 线
索，做好订报读报用报工作，
援助支持办报事业，共同闯
出了一条“携手合作，共同发
展”之路。《江苏工人报》发行
量实现了连续十多年递增，
日发行量超过 16 万份，成为
我省宣传职工群众、宣传工
运事业、宣传企业发展的主
流强势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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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州区总慰问抗疫一线工作者

本报讯（通讯员 陈国生 汤慕云 特约记者 刘毅）日
前，连云港海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总工会主席郑斌
率队前往连云港西收费站疫情防控点、全季酒店疫情
隔离点、新东街道东风社区等疫情防控一线，慰问坚守
阵地的工作者，为他们送去洗漱用品、毛巾毯、牛奶、方
便面、能量饮料等物资及慰问金，嘱咐他们要时刻强化
自我防护意识，恪尽职守、坚定信心、不辱使命，用实际
行动展现新时代工人阶级主力军风采。近期，海州区
总工会将继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切实把对职工
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
献工会力量。

南京供电举办劳模工匠精神分享会

本报讯（南电轩）4 月 26 日南京供电公司举办
劳模工匠精神分享会。分享会以“宁聚力量 电亮未
来”为主题，以公司重点工程、重大成就中涌现出的
劳模工匠事迹为主线，以“微光”“追光”“荣光”3个
篇章，礼赞劳模工匠，传递榜样力量，诠释和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通过劳模个人讲述、
情景短剧、访谈、合唱等艺术形式，充分展示公司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豪情壮志和豪迈气势，为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在分享会现场，省劳模陈堃以《光明守护》为
题，讲述自己作为电力保障“特种兵”，二十年如一
日，爱岗敬业守护金陵万家灯火的心路历程。情景
短剧《弄潮先锋》演绎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杨光和他的团队，在全球领先的UPFC 建设中，争
创一流的感人事迹。国网公司劳动模范、国网公司
首席专家朱红在现场访谈中回顾国内首个电力无
线专网示范区的建设过程，畅谈她对勇于创新精神
的理解。

节目《“莫”言无声》通过视频展示、故事讲述，
揭秘全国首个人工智能电缆隧道——宁莫隧道建
设过程，展示隧道建设者的代表——省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吕立翔、首届宁电工匠童斌，在师傅全国
劳模陈德风的引领下，青蓝相继、薪火相传，扎根电
缆专业一线的风采。全国劳模陈德风的分享，彰显
劳动者的境界与修为，诠释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
劳模精神。先后荣获全国“诚信之星”、全国先进基
层党组织、江苏“时代楷模”等荣誉的石城供电抢修
服务队，全体队员唱响原创歌曲《在旗帜下行进》，
作出践行宁电使命，展现宁电担当，“使命必达”的
庄严承诺。

苏垦农发职工知识竞赛中展风采

本报讯（江山华）4月25日至26日，江苏农垦农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在线上举办了一场以“扛起新
使命 谱写新篇章”为主题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与江苏农垦形势任务教育知识竞答比赛，引导全体
干部职工强化政治意识和责任担当。

竞赛围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党史、党章
以及 2022 年江苏农垦形势任务教育等内容展开，
4018名职工参与网络竞答，20名选手以满分的优异
成绩获得竞赛一等奖。竞赛前期，苏垦农发工会下发
十九届六中全会知识题库以及2022年江苏农垦形势
任务教育问答，干部职工以饱满的热情做足事先准
备。线上竞答设置了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三种题
型，要求参与者在5分钟内完成100题的作答任务。
参赛职工从容答题、反应敏捷，最快的仅以165秒就
交出满分答卷。

灌东盐场关心关爱抗疫职工

本报讯（记者 刘蕾蕾 通讯员 陈东海 段俊来）为
守护好盐城“北大门”，盐城市灌东盐场发展有限公
司工会从关心关爱职工入手，设立疫情防控专项资
金，“疫”线战场在哪里，“娘家人”送温暖的脚步就跟
到哪里。

在 G15 疫情防控卡点，以公司工会主席何晓
东、副主席周红丽为正副组长的慰问小组，详细询
问在这里参加查验工作的公司员工情况，叮嘱大家
做好疫情防控服务保障工作，同时要做好自身防
护，注意劳逸结合，并送上大碗面等速食食品和饮
用水等。

“健康驿站”是灌东盐场用于接待健康监测居住
人员的场所，已累计入住健康监测人员115人。6名
工作人员实行全天候闭环管理模式，承担繁重的人
员接送、数据统计、体温测量、生活管理、垃圾处理等
工作。慰问小组表示，要加强对疫情防控人员和入
住人员的关心关爱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排
解后顾之忧。

灌东盐场数据核查组承担公安条线反馈后，由
上级防控部门统一分发的落地数据。自周边疫情多
点散发以来，数据核查组承担大量的数据处理工作，
高峰时工作人员要24小时连轴转。慰问组嘱咐他
们继续发扬连续作战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
优良作风，确保数据核查严、快、细、实、准。

工会慰问到一线
4月26日，宿迁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吴小雨一行到宁宿高速宿迁收

费站，看望卫健、公安、交通等部门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向他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在慰问现场，吴小雨勉励大家继续发扬不畏艰
难、连续作战的奋斗精神，并叮嘱他们注意保护好自身安全。

丁彬彬 孔德成 摄

本报讯（记者 朱波 通讯员 宁工）经
过近几年的推广使用，高效率、高线性度
慢波系统技术研究项目已经推广应用于
导航卫星、低轨通信卫星等各种通信卫
星用空间行波管的研制，为国防建设做
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创造了良好经济效
益，创造经济效益高达15260万元。

4月27日下午，2022年南京市五一
奖、“南京工匠”命名会暨市职工科技创
新成果展举行，由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南京三乐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成红
霞，主要完成的高效率、高线性度慢波系
统技术研究项目，在成果展上亮相。同
时作为2022年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代表和第六批“南京工匠”获得证书颁
发。

据介绍，该项目通过对高效率、高线
性度慢波系统技术研究，创新提出新型
慢波电路相速双渐变结构以及微波衰减

测量技术，攻克空间行波管高效率高线
性慢波系统技术瓶颈，实现了≥68％高效
率设计和高线性度设计；创新提出多参
数 CAD 联合仿真结合非线性测量，填补
了公司非线性指标研制基础空白，实现
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突破了影响卫
星精度的群时延波动、相移等非线性指
标的研制技术瓶颈。这项技术的空间行
波管产品分别获得了国防科技进步二等
奖、中国电子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和
中电熊猫科技创新一等奖。

本次南京市职工科技创新成果展展
览分为职工优秀科技创新成果、职工先
进操作法、职工优秀发明专利三个部分，
集中展示了2016年以来全市职工立足
岗位创新创造，在国家、省、市项目认定
中成绩优异的成果。2021年江苏省职工
十 大 科 技 创 新 成 果 —— DSC -
9000EMS城市轨道交通能源管理系统

项目，采用双冗余技术，以空调通风、供
配电系统、照明等系统为管理对象，对其
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分类、分项、分户计
量及能耗评估和节能控制，从而全面提
升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能耗管理，最终
达到节能减排、降低运营成本的目的。
南京国电南自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优
秀员工、劳动模范褚红健为第一完成人
的该项目，已获得8项发明专利授权，1
项外观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发表论文7
篇，并已在福州市轨道交通1号线、南京
地铁4号线1期工程等多个轨道交通工
程应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约800平方米展
馆里综合运用展板、实物、模型等多种手
段，让参观者深切感悟到该市一线职工
脚踏实地、勇于拼搏、改革创新的新风
采，感悟到工会组织坚持以职工为中心、
尊重职工首创精神的工作导向。南京市

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展览搭建
一个职工创新成果交流、共享和推广的
平台，推进职工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应
用于生产实践，提高职工素质、推动企业
进步、促进经济发展。

据了解，近年来南京市总工会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
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积极搭
建职工创新平台，开展职工职业(行业)技
能大赛，开展重点工程劳动竞赛，培养选
树南京工匠，推进劳模工匠(职工)创新工
作室创建，广泛动员全市广大职工开展
技术革新、技术协作、发明创造、合理化
建议和“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
计、小建议”等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充
分激发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
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职工技术创新成
果，造就了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
创新、讲奉献敢担当的产业工人队伍。

创造经济效益高达15260万元

这项技术研究亮相南京职工科技创新成果展

4月27日，泰州市海陵区城中街道向辖区垃圾中
转站的环卫工人送上装有洗手液、洗衣液、花露水等物
品的大礼包，向奋战在一线的“城市美容师”致以节日
的祝福。 徐军霞朱美俊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徐悦 记者 徐嵋）“五一”小
长假即将到来，但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近日，江苏省消保委发布“五一”消费提示，
提醒消费者无论是“囤菜”在家还是外出就餐，
都要以健康安全为第一位。

食品采购需理性，购买渠道要正规。要去
正规大型商场或超市，保留好购物凭证，切勿
贪小便宜选择无证经营的店铺或摊点，以防后
期维权难。

理性消费勿贪多。许多消费者大量囤积食
物，一来天气渐热，许多瓜果蔬菜存储不了几
天，容易变质；二来食物过多吃不完容易造成浪
费。建议消费者尽量按需购买，如家庭确有需
要可购买保质期长、速食冷冻类食品，适当储备
一定生活必需物资，但不必大量囤积。

进口冷链需谨慎。日前全国发生多起进口
冷链食品及进口水果检出新冠病毒阳性的情
况，建议消费者购买进口冷链食品和进口水果
要关注食品产地、来源、生产日期、进口食品检
疫等相关情况，不要采购没有明确来源信息的
冷链食品。拆包装和操作食品时要认真做好个
人防护和清洗消毒，最好全程佩戴口罩和手套。

在食品存储环节，要注意生熟食品分开。
特别是疫情期间，防止生冷食物里有细菌和杂
菌等，混放污染熟食品。

根据食物品种的不同，选择正确的存储方
法。例如，瓜果蔬菜类容易变质腐烂，购买后应
尽快食用；根茎类蔬菜土豆、胡萝卜等用保鲜膜
包裹放于冰箱中可以存储一周以上；生肉可分
别切好用小包装储存于冷冻室中，食用时提前
一夜放入冷藏室解冻即可。

在食品烹饪食用环节，也要注意卫生。烹
饪之前最好先洗手消毒；处理生鲜食物时切勿
直接用手接触眼耳口鼻；生鲜食材和熟食用不
同器皿盛放；食物彻底烧熟再食用；吃不完的
饭菜密封放置于冰箱内，彻底加热后方可食
用。

同时注意健康饮食，合理搭配。“五一”期
间，天气也逐渐炎热起来，这段时间饮食最好以
清淡为主，在补充优质蛋白的同时要多吃瓜果
蔬菜，注意营养均衡，多吃熟食少吃生冷制品。

目前全国多地疫情仍有反复，“五一”小长
假期间建议适当减少外出聚会就餐的次数，出
入公共场所主动佩戴口罩，配合相关工作人员
检查出示健康码或场所码，排队牢记“一米线”
距离。

外出聚餐前做好预约错峰出行，可使用扫
码点餐，减少接触；用餐时建议使用公勺公筷，
与他人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用餐后不聚集，
不逗留，尽快撤场。

本报讯（记者 丁彬彬 通讯员 苏永涛 刘秋建）面对当
前的疫情，泗阳县总工会发出动员令，号召全县工会干部和
职工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当中去，而各级劳模也纷纷冲在
抗疫一线的最前面，发挥带头引领作用，成为一道靓丽的风
景。

省劳模、泗阳京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女子清扫突击队
队长郑其娟在全县三轮核酸检测中，带领女子突击队队员
参加志愿服务，协助所在社区做好核酸检测人员“宿康宝”
预约等工作。郑其娟知道，病毒可能会通过垃圾和粪便传
播，而环卫工人是垃圾的直接接触者，在这种特殊时期防疫
比保洁更重要。为了平稳员工们的恐慌心理，她每天早早
到岗，测温、解释、检查防护用品穿戴、帮忙消毒。员工不敢
干的，她先干；员工不愿试的，她先试。有员工问她：“你总
是徘徊在垃圾边缘，不怕感染吗？”她回答：“怕！但我是一
名党员，我必须上。”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左臣是泗阳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的一名驾驶员。在面对高风险、远距离、隔离时段长的境外
回泗（泗阳籍）人员的转运工作时，他毫不退缩，24小时随
时待命。每次出车，他都要全副武装，光是穿齐装备加上全
面消毒，就需要将近10多分钟。脸上也被长时间佩戴的口
罩、护目镜勒出深深的压痕。他的车轮印记遍布南京禄口
机场、南通、淮安涟水机场、徐州等地。

宿迁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孙和，是众兴街道运河社
区党委书记，他严格落实属地责任，严密排查外来返泗人
员，切实落实3+11、7+7等管控政策。他白夜无休，科学调
度各个点位的核酸检测工作，5天时间内运河社区的7个核
酸检测点均圆满完成三轮核酸检测任务。

本报讯（通讯员 冯长凯 记者 徐军霞）日
前，兴化市总工会创优建立小微企业工会经费
返还联动、响应、排查三项机制，切实帮助小微
企业纾困解难。

创新联动机制。结合乡镇（街道）挂钩联系
制度，明确各乡镇（街道）挂钩联系人与辖区企
业形成双向联系，通过线上媒体宣传和线下调
研解读的形式，多渠道宣传小微企业工会经费
全额返还等惠企政策。同时出台补充通知，各
基层工会“点对点”核实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相
关信息，指导企业用好用足政策红利，及时反馈
每季度企业工会经费返还情况，让企业做“放心
人”。

建立响应机制。落实专班专人，借助乡镇
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招聘，专门抽调力量，安排专
人负责，明确工作职责，专职负责小微企业工会
经费全额返还工作；健全专项工作机制，优化闭

环流程，做好事先筛查、事中排查、事后复查，实
现信息更新及时、经费返还及时、结果反馈及
时，形成清单台账，确保全面全额返还小微企业
工会经费。

强化排查机制。与市税务部门形成合力，
正确引导缴费企业树立“先征后返”的意识，依
法足额缴纳工会经费，确保代收数据完整、内
容及时更新；对于二次返还退回的企业及时汇
总，函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帮助核查相关信
息，确保缴费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应返尽返。针
对信息有误、经费返还退回的企业，专职人员
根据税务部门、统计局、工信局等提供的联系
方式或网络查询等形式核实补充；对联系不上
的企业，形成未能返还企业名单，分发给各乡
镇（街道）工会挂钩联系人，逐一核实后进行再
次返还，为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应返尽返做足功
课。

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国网扬州市江都区供电公司工会
组织开展“锐意创新·建设未来”专题活动。

活动中，专利申报专家围绕专利基础知识、日常创新以及专利申
报等方面对“创新及专利”进行了全面宣贯，参与人员观看了“深化知
识产权保护运用支撑企业创新发展”的宣讲视频。同时，参与人员围
绕该公司关于“创意孵化、成果转化、专利申报、创新人才梯队培养以
及供电所创新体系建设”进行政策宣传，该公司殷远东创新工作室、
V创先锋青创团队、信通专业创新爱好者与专利专家进行一对一答
疑，为后期创意孵化作相应筹备。 韩懈

疫情造成养老机构普遍收入减少、成本增加，服务和运营受到严
重影响。近日，从句容市民政局获悉，为支持全市民营养老机构积极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民政厅文件精神，对
全市15家民营养老机构（含公建民营机构），按照每张床位补贴
1000元的标准，对于微小机构加大补贴力度，对补贴不足5万元的
机构按照5万元给与补贴，此次共计发放一次性纾困补贴资金达
112万元，对稳定该市养老服务行业的平稳健康发展能够奠定良好
的基础。 吴霜 孙飞

句容为民营养老机构
发放补贴资金112万元

日前，在京杭大运河宿迁皂河段沿线，多名身穿红背心的志愿者
正在巡查，发现岸边的垃圾，就会快速捡起；看见正在垂钓的市民，也
会主动上前提醒注意安全……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主题实践教育月”活动部署，宿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水上执法大队的志愿者们，来到京杭大运河沿线开展了河湖“护
绿”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参加本次河湖“护绿”主题志愿活动的宿迁37名水上服务志愿
者在京杭大运河沿线，开展了河湖“护绿”宣传、讲授船舶污染防范措
施、清理河边绿化中的白色垃圾等志愿服务。其中12名志愿者在京
杭大运河皂河船闸上游水域，向沿线群众广泛宣传树立河湖生态环
保意识的重要性，保护京杭大运河及骆马湖水域环境，推进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发放河湖“护绿”倡议书，倡导广大群
众积极参与河湖植绿、“护绿”行动；17名志愿者分别乘3艘执法巡航
艇开进京杭大运河航道，并登上停靠的船舶，向船员讲解并督促落实
船舶污染防治措施，禁止向河道倾倒垃圾、污染物，增强船员河湖水
生态保护意识；8名志愿者分成4组在京杭大运河沿线绿化带捡拾白
色垃圾，消除绿地白色污染，保护河边绿化生长环境。

据悉，参加此次活动的志愿者共向200余名群众宣传河湖生态环
保重要性，发放河湖“护绿”倡议书327份，132名船员接受船舶污染防
治讲解，捡拾京杭大运河沿线17公里绿化带白色垃圾。 王国康 张健

泗阳劳模先进
同心战疫冲在前

省消保委发布“五一”消费提示：

囤菜需理性 用餐不聚集

兴化创优工会经费返还机制助企纾困

宿迁志愿者在京杭大运河沿线
开展“护绿”活动

江都供电
开展“世界知识产权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