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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高莉）家住盱眙县富
润家园的困难职工张玉霞去年冬天突然
患上急性肝炎，她原本患红斑狼疮多年，
单身带两个孩子，大儿子有癫痫病，小女
儿还在上小学。病痛与经济负担一下子
把她击垮。盱眙县总工会领导得知后，想
方设法给予她一些经济支持，并带心理老
师专门为她服务。日前张玉霞接受采访
时说：“工会送来的关爱，让我倍感温暖。”

近年来，盱眙县总工会针对越来越多
的职工出现心理亚健康状态，自身工作与
生活受到直接影响的实际，坚持主动作
为，热情服务，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方
法，进一步把“职工阳光心灵工程”品牌做

实、做强、做优。目前，像张玉霞这样通过
接受专业指导切实化解困扰的职工已有
3000多名，全县从“职工阳光心灵工程”
中受惠获益的职工则达4万多名。

县总工会联合多部门成立了“职工阳
光心灵工程”领导小组，抽调人员专门负
责宣传、协调、指导等工作；出台了实施意
见和考核办法，并对基层工会加强指导督
查；在盱眙电台开办职工心理健康专题节
目36期，编印发放《职工心理疏导和案例
汇编》10000余册，把心理健康的重要意
义以及实施职工心理关怀的主要做法广
为传播，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
念，提高心理调适水平。

为了让“职工阳光心灵工程”学有榜
样、赶有标杆，县总工会在全县工会系
统高标准建设了20多家“心灵驿站”，县
总工会也设立了心灵驿站，聘请3名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对有需求的职工一
对一地提供咨询与疏导。县总还与盱眙
技师学院共同建设职工心理健康拓展训
练基地，帮助天泉湖镇打造EAP职工心
理援助项目“心林其境”，目前已投入运
营。县总工会牵头成立的盱眙县心理咨
询师协会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被评为中国
AAAA级社会组织。这在县级协会中
相当罕见。

为打造一支心理咨询师队伍，县总工

会举办多期心理咨询师培训班，全县心理
咨询师现超过110人，成为全省乃至全国
心理咨询师最多的县份之一。去年他们
邀请南师大心理学院傅宏院长和季秀珍
教授开展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并与其合
作，在全省工会系统率先举办心理咨询师
高级研修班；组织工会心理健康辅导员赴
淮安、镇江、南京、上海等地学习交流。

去年盱眙县心理咨询师协会通过招
投标的形式，取得当年度困难群体心理关
爱项目，这是县总工会第三年承接该项
目。县总工会6名工作人员参与，为75名
困难群体（其中有23名困难职工）开展面
对面、心贴心的心理关爱活动，并组织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团辅活动。

《职工阳光心灵工程的探索实践》荣获
2017年度淮安市总工会创新创优创特色
项目一等奖，受到省市领导的高度肯定。
常熟市、高邮市以及浙江嘉善等地的10多
家县区工会专程前来学习经验。

本报讯（记者 周新林
通讯员 李昌龙 杨梅娟）为
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
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妥善解决女职工在特殊
生理期、孕期、哺乳期的困
难，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总工会深入调研走访，优化
场所选择，加强规范管理，稳
步推进“爱心母婴室”建设。

区总召开推进“爱心母
婴室”建设专项会议，深入
基层开展专项工作调研活
动，重点调研100家企事业
单位，充分了解女职工分布
和数量情况。同时，要求各
级工会通过问卷调查、专题
座谈，广泛听取征求育龄女
工对“爱心母婴室”建设的
意见，了解女职工实际需
求，为推进“爱心母婴室”建
设提供基础依据。

区总结合开发区企业集
中情况，鼓励扶持有条件的
企事业单位自主创建“爱心
母婴室”。他们深入基层宣
讲创建精神，加强沟通协调，
豪森药业、禧玛诺实业、新海

连集团等8家单位为“爱心母
婴室”提供了场所，彰显工会
在关怀女职工、促进和谐劳
动关系中的独特作用。

按照“建立试点，分步
推进、规范管理”的创建思
路，区总选树豪森药业作为
建立“爱心母婴室”创建示
范单位，组织相关观摩交流
学习活动，推动创建开展。
同时，从制度建设、人文关
怀等方面对“爱心母婴室”
进行规范化管理，区总出资
统一制作室内宣传挂图及
爱心母婴室的标牌等。目
前，全区已创建市级“爱心
母婴室”4个。

区总注重已建爱心母
婴室的提档升级，定期开展
女职工健康公益讲座，帮助
女职工做好孕期哺乳期生理
和心理上的准备，开设微信
公众号“爱心母婴室”专栏，
分享孕产、哺乳、育儿知识。
此外，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打
造亲子工作室，开展职工子
女晚托、暑托、寒托等托育服
务，深受职工欢迎与好评。

专刊
gong hui zhuan 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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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蕾蕾 通讯员 郁超）射
阳县总工会在开展农民工入会集中行动中，
坚持为入会后的农民工搭建工资增长、维权
保障、创业创新、人文关怀四大服务平台。

工资增长平台。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
商工作，每年组织开展一到两次工资集体协
商指导员、谈判员培训，邀请专家授课；指导
企业和工会组织建立协商共决机制、支付保
障机制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对没有开展工
资集体协商、协商流于形式或履约不够高的
行业、企业，运用多种形式加强督查，提高集
体合同的签约、履约率，保证了一线职工工
资稳步增长。

维权保障平台。推进货车司机、物业管
理等区域、行业建立工会组织和工会联合

会；探索推广适合各类非公企业实际的民主
管理形式，督促企业制定实施科学合理的劳
动定额定员标准，依法保障农民工休息休假
权益；及时回应12351热线和县总网站“我
要维权”专栏反映的各类诉求。

创业创新平台。联合县人社局、县妇联
开展家政服务、电子商务、育婴师等实用技能
培训；广泛开展名师带高徒活动，提高创新意
识；支持下岗职工掌握一定技能后自主创业。

人文关怀平台。在县第三人民医院建
立了心理咨询台，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
理疏导和心理矫正，并要求企业工会关注他
们的心理动态，努力营造温馨、和谐的工作
环境；连续三年组织全县规模的乒乓球、羽
毛球、篮球比赛，丰富职工文体生活。

本报讯（记者 周新林 通讯员 花红斌
徐能如）今年以来，灌南县总工会自加压力，
不断创新，通过“需、全、活”三条途径提升农
民工素质。

培训内容突出一个“需”字。仅上半年
就举办法律、家政、电商、服装、叉车、电焊等
农民工需要的培训8期，培训时间由农民工
决定，培训内容由农民工提出，培训效果由
农民工评价。同时开展提升农民工学历教
育，加大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力度，开展“职
工书屋”“书香企业”创建和“职工读书月”活
动，打造职工精神家园，把更多农民工吸引

到读书活动中来。
竞赛方法突出一个“全”字。加大岗位练

兵和技能培训力度，健全完善与“培训、练兵、
比武、晋级”相衔接的职工职业发展机制，今
年前五个月联合有关单位举办职工技能大赛
9场次，通过比赛全面提高农民工队伍素质。

文体活动突出一个“活”字。加大农民
工文体活动的开展力度，举办球类和棋牌
类比赛、环湖跑、技能体验、读书比赛等文体
活动14次；以全民健身月系列活动为契机，
推进农民工健身运动，增强农民工身体素
质，活跃农民工文化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张如
晴 王岩 记者 丁彬彬）为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工作，推动职工“双创”工作
向纵深发展，连日来，泗阳
县总工会深入企业、工厂、
农场、合作社等小微企业，
积极开展创新创业资金扶
持工作。

近年来，泗阳县总工会
充分发挥工会扶持创业创
新的独特优势，在资金比较
紧张的情况下，奖励创新创

业项目60多个，奖励金额
达20多万元，调动职工创
新创业的积极性，助推泗阳
经济的发展。最近的一个
多月，又对各乡镇、开发区
等基层推荐的小微企业进
行走访、排查，认真了解项
目的成立时间、规模大小、
税收、生产经营以及带动职
工就业等情况，并积极做好
对申报项目人员的身份审
核，确认了32个创业创新
申报项目。

5 月 22 日，徐工集
团铲运机械事业部钢结
构分厂职工杨理想在徐
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顺
利进行了造血干细胞的
采集。38岁的杨理想，
1999 年开始无偿献血，
2012 年加入中华骨髓
库，今年 3 月与一名异
地血液病患者配型成
功。

蒯创 刘燕 摄

日前，南京鼓楼
区南秀村社区邀请
公安消防鼓楼中队
肖指导员开展《消防
安全和火灾风险防
范》知识讲座，为大家
讲解灭火基本常识，
并为在场居民介绍
灭火器的正确使用
方法以及如何识别
灭 火 器 的 配 件 构
造。最后，社区还组
织大家来到室外，现
场操作使用灭火器。

张旭 摄

本报讯 （记者 徐嵋 通讯员
谈玮）你知道自己一年“剁手”花
了多少钱吗？昨天，江苏省工商
局发布2017年度江苏省网络交
易发展和监管情况报告。报告显
示，去年，江苏仅在淘宝和天猫上
就消费了3942亿元，网络消费者
数量为3503万人，人均消费额为
11249.99元，同比增长10.34%。

卖了4696亿，买了3942亿
据省工商局网监处处长李艳

介绍，此次报告是省工商局委托复
旦大学经济学院承担，阿里巴巴集
团提供了相关数据支撑。截至
2017年底，江苏网民规模为4903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61.1%，其
中手机网民4827万人，手机网民
在网民中占比98.4%。各类市场
主体开办的经营性网站共有
147767 家 ，各 类 网 店 共 有
2239823家，涉及淘宝网、天猫、京
东、苏宁易购、一号店等国内主要
第三方平台。

2017年，全省淘宝网、天猫平
台网络销售额为4696亿元，同比
增长32.8%；网络消费者达3503

万人，网络消费额3942亿元，同比
增长23.8%。
苏州人最能买 南京人最会卖
从江苏13个市来看，苏州人

最能买，总共花了887亿元。南京
人也紧随其后，830亿元，无锡位
于第三，总花费464亿元。

从淘宝网、天猫平台上网店分
布的区域来看，网店数量较多的地
区是苏州市、南京市、无锡市、徐州
市 ，分 别 为 391396、230295、

150347、147270户。
从网络销售情况看，南京市、

苏州市位居省内前列，大幅领先于
省内其他地区，分别达1389亿元、
1285亿元。

手机、服装、家纺最受欢迎
从网络销售商品品类来看，

2017年，全省网络销售商品主要
集中在手机数码、服装、家纺、家
具、玩具等商品，与我省实体经
济领域的主导产业基本契合。如

苏州市的服装，无锡市的生活电
器，南通市的家纺布艺，常州市
的灯具灯饰，宿迁市的家具花
卉，连云港市的饰品，扬州市的
玩具等。

李艳表示，网络交易不仅直接
提供了网络销售的就业机会，还带
动了上游的网络设计、网络技术、
生产制造、服务提供以及下游的快
递物流、支付、售后服务等环节的
创业和就业机会。

本报讯（记者 鲍晶）随着
上市量增加，小龙虾价格明显
回落；西瓜的全省均价比上月
下降近三成……吃货们不用
多掏腰包就可以大饱口福
啦！昨天，江苏省物价局通报
近期重要商品价格运行情况
和市场价格动态，时令美食成
为关注热点。

价格监测中心的数据显
示，5月中旬，苏州南环桥市场
每天小龙虾到货量保持在150

吨以上，批发价为每公斤46
元，一周下跌 18%。淮安盱
眙，几种规格的小龙虾价格较
上月降幅均在40%以上。供
需两旺的同时，一些小饭店销
售的熟制虾价格也十分亲民，
市民花费100元便可购买3～
5斤中等大小的熟制小龙虾。

记者还了解到，年初至5
月中旬，全省生猪出场价格一
路下行，跌至近八年新低。5月
22日，全省生猪平均出场价格

触底反弹至每50公斤497元，
较 一 周 前 的 最 低 位 上 涨
1.4%。全省生猪养殖由红色预
警区域转至黄色预警区域，由
重度下跌回到中度下跌区间。

近期蔬菜、水果价格也以
降为主。全省监测的 32 种蔬
菜价格 24 降 8 升。其中，黄
瓜、豆角、薄皮青椒价格降幅都
在25%左右。西瓜价格降幅较
大，5 月 20 日全省均价每斤
2.79 元，比上月下降近三成。

本报讯（记者 朱波）昨日，南京
市委市政府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对
新近出台的《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意见》进行解读。

该意见提出了2020年、2035年
和2050年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的目
标和愿景，对今后五年全市“三农”工
作进行全面部署，是一个管长期的综

合性文件。文件共分8部分、37条，
从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美丽乡村建
设、提升乡风文明、实施农村善治、促
进农民增收、深化农村改革等方面提
出具体细化要求。其中明确到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大进展，走在全
省前列，率先在全国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

本报讯（记者 赵叶舟）昨
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天气转晴，
虽然偶有零星小雨滋扰，但气
温缓慢回升。根据江苏气象
消息，今天我省将被雨水覆
盖，淮河以南中到大雨，局部

将有暴雨，和之前每逢周末就
有雨不同的是，这个周末天气
将转为多云，间或晴天。

相比前天，昨天的气温有
了明显升高，全省大部分地区
的最高温度都在25℃以上，

沿江苏南达到了接近27℃，
不冷不热，加上天气晴朗，不
少小伙伴们又开始在朋友圈
里晒蓝天白云了。

这样的天气仅仅持续一
天，从今天起，我省大部分地
区将出现降雨天气，好的是，
明天降水停止，气温将有明显
的上升，周末全省的最高温度
将接近30℃。

南京将举办
国际度假休闲及房车展览会

本报讯 （朱波）记者昨日从南京市旅
游委获悉，2018南京国际度假休闲及房车
展览会将于6月1日至6月3日在南京国际
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展会吸引了德国、马
来西亚、日本、希腊、突尼斯、阿根廷、冰岛、
中国台湾等31个国家和地区的447家参展
商，在超过3.5万平方米的展示面积上，展
示其最新度假休闲产品。

该展会围绕度假休闲主题，设置旅游
度假区、旅行社热卖区、房车露营展示区、
会奖旅游专区、自行车旅游展区及户外装
备区等6大板块，每日开展时间均为上午
9: 30，6月1日、2日闭展时间为下午5:00，
6月3日闭展时间为下午4: 30。

遗失启事
●遗失南京美文子文化用品经营部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一 份 ，注 册 号 ：
320103000127250，声明作废。

●江苏鑫邦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上海银行南京分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010061077701，账号：03003158787，声
明作废。

●李琬莹遗失东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就业推荐表，编号：69341966；就业协议书，
编号：201869341966，声明作废。

●遗失吴中区木渎镇云希茶楼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320506601027742，正
本编号：320506000201605260050，副本
编号：320506000201605260464，声明作
废。

● 遗失南通市长桥豪享来餐饮有限公
司法人章（陈春凉印）壹枚，声明作废。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 60 日
内，该弃婴生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可
持有关证件到以下福利机构认
领。逾期将依法妥善安置。

江苏省收养登记
服务中心
公 告

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
（电话：025-84800659）

1. 现名华洪亮，
男。2007年 05月 12
日 20 时 50 分在南京
商厦捡拾。身穿黄绿

相间毛衣、蓝色长裤。佩戴一对
银手镯和一个玉挂件。随身携
带旧衣物和奶粉。约2005年05
月12日出生。由中央门立交桥
派出所送入我院。

2. 现名华玉芳，
女。2007年 03月 12
日 03时 20分在清溪
村门口捡拾。身穿粉

红色棉衣裤，外裹红黑条纹毛线
毯。随身携带一个包和家长留
条。2006 年 10 月 18 日出生。
由后宰门派出所送入我院。

3. 现名华国强，
男。2007年 04月 18
日 04时 30分在南京
市浦园路8号路边捡

拾。身穿黄色绒上衣、黑色绒
裤，黑色球鞋。随身携带食品和
家长留条。2005年03月20日
出生。由阳沟派出所送入我院。

4. 现名华会昌，
男。2007年 05月 04
日 23 时 50 分在南京
市后宰门西村10号捡

拾。身穿黄色上衣、黑色裤子，
布鞋。约2001年05月05日出
生。由后宰门派出所送入我院。

5. 现名华悠白，
男。2007年 08月 09
日 02 时 03 分在南京
市鼓楼区龙园西路龙

江体育馆门口捡拾。头小。约
2003年02月26日出生。由江东
派出所送入我院。该弃儿曾于
2007年02月26日、2007年07
月10日两次被家人遗弃，分别由
新街口派出所和后宰门派出所接
处警后送入我院，于2007年02
月28日、2007年07月11日均由
其母张莉认返回家。

6. 现名华永华，
女。2007年 05月 16
日 13 时 10 分在南京
站软席候车室座椅上

捡拾。身穿粉红色衣裤，花包被
包裹。佩戴一个挂件。随身携
带婴儿用品。约2007年 03月
16日出生。由中央门立交桥派
出所送入我院。

7. 现名华竞业，
男。2007年05月22日
02时58分在浦口区宝
塔铁道口涵洞捡拾。女

式黑白斜条纹春秋装包裹。约
2002年05月22日出生。由泰山
新村派出所送入我院。

8. 现名卫晓林，
男。2009年 09月 05
日 17 时 02 分在雨花
台区梅山高级中学门

口捡拾。身穿红白灰条纹衫、米
黄色长裤，藏青色凉鞋。随身携
带一包方便面。约 2000年 08
月31日出生。由西善桥派出所
送入我院。

9. 现名华旺学，
男。2007年 11月 25
日 13 时 12 分在迈皋
桥万寿村54路公交车

站捡拾。身穿黑色上衣、蓝色长
裤。随身携带一写有家长留言
的白色布条。约2000年 11月
25日出生。由西善桥派出所送
入我院。

10. 现名华业龙，
男。2007年 08月 01
日 23 时 20 分在中央
门白宫大酒店门口捡

拾。身穿花色短裤。约2000年
08月01日出生。由中央门立交
桥派出所送入我院。

11. 现名金水桃，
女。2008年 02月 29
日 09时 01分在南京
车站公交西站区捡

拾。身穿红色卡通图案棉衣裤，
红色球鞋。约2000年02月29
日出生。由韶山路派出所送入
我院。

12. 现名金佰坤，
男。2008年 02月 25
日 13 时 37 分在清溪
路4号捡拾。身穿红

色带毛领大衣、黑色皮裤，白色
运动鞋。随身携带一小拎包。
约2000年02月25日出生。由
后宰门派出所送入我院。

13. 现名华小松，
男。2007年 07月 26
日 12 时 30 分在儿童
医院 2 号门附近捡

拾。身穿白色卡通图案短袖T
恤、白色有图案中裤，黑色凉
鞋。约 2000 年 07 月 26 日出
生。由鼓楼派出所送入我院。

14. 现名华晓春，
男。2007年 07月 15
日 10时 30分在南京
市第三医院门诊三楼

走廊捡拾。身穿蓝色汗衫、黑色
裤子。随身携带衣物和食物。
约2000年07月15日出生。由
挹江门派出所送入我院。

15. 现名华心媛，
女。2007 年 07月 10
日 14 时 30 分在后宰
门东村 80 号门口捡

拾。身穿黄色短袖汗衫、粉红色
长裤，红色凉鞋。佩戴一对银手
镯。随身携带衣物和食物。约
2000年07月10日出生。由后
宰门派出所送入我院。

16. 现名华维亚，
女。2007 年 04 月 02
日 12 时 30 分在儿童
医院门诊三楼大厅捡

拾。身穿桃红色滑雪衫、黑色开
裆长裤，脚穿桃红花布鞋。约
2000年04月02日出生。由鼓
楼派出所送入我院。

盱眙县总做强做优“阳光心灵工程”
4万多名职工从中受惠获益

连云港开发区推进
“爱心母婴室”建设

泗阳县总着力扶持
创新创业项目

射阳县总搭建服务农民工平台

灌南工会多途径提升农民工素质

去年江苏“剁手族”人均网购过万

南钢杯新闻摄影季赛南钢杯新闻摄影季赛 有口福啦！西瓜小龙虾量增价跌

暴雨突袭我省
周末转晴高温将至

南京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上接第一版）在不违反市教育部
门招生规定的前提下，集团工会积极沟
通、协调，仅去年就帮助32名职工解决
子女入学难问题。此外，入托难也十分
尖锐，全市几所公办幼儿园和办学条件
好的幼儿园，门庭若市。集团工会主动
加强与街道、社区的沟通联系，同时还
与集团行政积极协商，促使集团投资9
千多万元与全市知名幼儿园合作办学，
形成工作合力，解决职工子女入托难问
题。职工深深感受到在这样的企业工
作有依有靠，没有后顾之忧。

在同科集团，每年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会上集团工会主席代表职工与集
团董事长签订《集体合同》及工资、女职
工保护、劳动安全卫生三个专项合同，
工资专项合同明确规定，集团职工每年
平均工资水平同比增幅不低于8%。据
统计，集团职工连续三年平均工资增幅
已超12%，去年增幅达到25%以上。合

同对工资制度与支付方式、缴纳各类社
会保险、增加或减少工资的形式、各类
假期待遇都作出具体规定。

为不断提升职工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集团工会提出改善职工待遇的13
条建议，得到集团总裁办的肯定，经职
代会讨论通过后，集团印制《员工手
册》，在手册中明确了过节费、取暖费、
降温费、职工住院慰问金等标准和发放
流程。特别规定是复转军人的，每人每
月再多发100元岗位补助，有效激发了
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目前，集团工会不仅注重集团职
工的关爱帮扶，而且受集团党委和董
事会的委托，对外参与社会慈善事业，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自集团成立以
来，同科集团工会参加各类慈善公益
活动，代表集团共向社会捐助现金达
5000多万元，仅2017年就向连云港
慈善事业捐助600多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