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主编：韩益华 执行主编：邹 凌 版面编辑：艾 臻 校对：郁春红 新闻热线：（025）83279194 电子信箱：213zl@sina.com

弘扬正气 贴近职工 服务社会 星期二 第 45 期

ZHU FANG CHENG XIANG JIAN SHE

2019年9月 日2424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厅长周岚率队深入盐城、宿迁两地农村
基层，调研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工作。
周岚一行先后来到盐城大冈镇佳富村、尚
庄镇塘桥村、学富镇蒋河村和宿迁卢集镇
薛嘴新型社区、爱园镇松张口新型社区、爱
园镇果园村等调研点，深入建设工地、村民
家庭，详细了解工作举措，倾听民意民声。

周岚在调研中指出，农房改善工作
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工程，要

循序渐进、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她强
调，要深入调查摸底，充分尊重百姓意
愿，不增加百姓负担。要强化顶层设计，
突出示范引领，持续完善设施配套，全面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并严把工程质
量关，切实将农房改善这一民生工程打
造成民心工程。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富民
增收产业，激发村集体造血功能，让农民
群众既住得安心，又过得顺心，真正实现
现代化的生活。 鲁茂亮

周岚调研盐城宿迁两地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
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率队来江苏，围绕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
的重要论述，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落实中国工会十七大部署，推
进工会各项重点工作落实等开展调研。全总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京华，全总研究室主任
吕国泉参加调研。江苏省委副书记任振鹤，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魏国强
等陪同调研。会上，江苏省建设工会工作委
员会韩益华主任就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工
会深化劳动竞赛、维护职工权益所取得的经
验成绩做了汇报发言。

韩益华说，近年来，江苏省建设工会利用
贴近行业贴近职工的优势，以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为契机，围绕全省住房城乡建设事
业发展大局，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各类劳动和
技能竞赛，大力维护一线职工尤其是农民工
的合法权益，组织动员广大职工助推江苏建
设系统高质量发展。

建设行业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行业，主
要担负着建筑工程、住房保障和城市管理等
任务，工程建设点多面宽量大任务重且分散
流动，直接服务社会的窗口岗位多。针对这
些特点，建设工会用劳动竞赛的方式，组织动
员广大职工投身建设事业，助推高质量发
展。主要做法是科学谋划，广泛组织开展各
类竞赛。在紧紧围绕推进美丽宜居城乡建
设、服务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工作目标
上，开展以“建功住房城乡新发展、建设美丽
宜居新江苏”为主题的劳动竞赛。细化竞赛
项目，用重点工程劳动竞赛、窗口行业优质服
务竞赛、“安康杯”竞赛、职业技能竞赛方式覆
盖全行业全领域全产业。优化竞赛结构，把
竞赛中心下移到项目、班组、窗口、岗位。其
次是持续深入，推进重点工程劳动竞赛。在
围绕工程质量、工程进度、绿色施工、科技创
新等内容上，持续开展重点工程劳动竞赛，通
过竞赛锻炼队伍、培养人才、激发热情、提升
质量。2018年，全省住建系统组织开展重点
工程劳动竞赛项目652个，参赛职工50多万
人，获评“鲁班奖”和“国家优质工程奖”的项
目20个。今年，棚户区改造工程被列入省十
大重点工程劳动竞赛，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
实现棚改新开工19万套，基本建成10.8万
套，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86.5%和
97.9%。再次是认真组织，精心打造技能竞
赛品牌。目前，竞赛工种涵盖了建筑、装饰、
环卫、城市照明、燃气、自来水、排水、园林绿
化、物业管理、勘察设计等10多个行业、20
多个工种，共吸引20多万名职工参加。近年
来，有2名选手被授予省“五一劳动奖章”，有

85名选手被授予省“五一创新能手”、118名选手获“省技术能
手”和“住建系统技能标兵”称号，28名选手晋升“技师”职业资
格，369名选手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同时突出安全，不断深化

“安康杯”竞赛。通过安全隐患随手拍、安全演讲比赛、施工现场
安康文化长廊标准化建设、职工安全奖励、信用加分等措施，有
效推进群众性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工作。2018年，全系统
2075家企事业单位、9216个班组、21.4万余职工参加了“安康
杯”竞赛活动，21家企业、8个班组、3名同志受到省级表彰，7个
单位受到国家级表彰。省建设工会被表彰为“全国‘安康杯’竞
赛组织工作先进单位”。

韩益华认为建筑业是江苏的支柱产业，2018年完成3.4万
亿元施工产值，为社会提供800多万个就业岗位，而80%以上
是农民工。为了稳定这支队伍，提高政治素养，弘扬工匠精神，
该系统主要做好三项工作：一是推进建筑工程项目工会组建，夯
实服务农民工的组织基础。下发专门文件，要求全省建筑工程
项目部组建项目工会或联合会。同时，将工程项目工会建设与
省标准化星级工地创建有机结合，凡是申报星级工地的项目部，
必须建立工会组织，并正常开展工会活动。目前，全省一级资质
以上建筑企业的工程项目，全部建立工会小组或工会联合会。
二是积极构建服务工作体系，常态化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
坚持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暖活动，体现各行业党政和工会组织
对农民工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关爱，把安全知识送到工地。
仅今年夏季安康“三送”活动就筹集1800多万元，走访慰问10
多万人次。同时，积极组织开展“春送岗位”和“金秋助学”活动，
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实际困难。三是探索装配式建筑领域产业工
人队伍改革，不断增加农民工获得感。针对装配式建筑行业职
工队伍相对稳定、技能素质要求高的特点，开展面上调研工作，
掌握装配式建筑行业职工队伍生产生活情况，为在装配式建筑
行业开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工作做好准备。

产业工会紧贴行业发展脉搏，密切联系产业工人。该系统
在省总工会和省住建厅党组的领导下，按照“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要求，继续深化建设产业工会“维护核心抓方向，服
务中心促发展，凝聚人心保稳定”的工作思路，建好职工家当好
娘家人，不断探索新时代产业工会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的路径方法，全力做好工会各项工作，为迎接新中国70周年华
诞和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贡献应有的力量。 徐为军

今年2月，宝应县新组建了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新
组建的该县住建局工作，凝聚人心，激
发活力；在该局党政班子的领导下，积
极发挥工会、妇联和团委等群团组织的
作用，以该局工会举办的“听党话、跟党
走”职工大讲堂活动为抓手，增进了各
部门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增强干部职工
的归属感、荣誉感和向心力，实现了机
构整合“1+1>2”的社会效应。

王爱霞：政务服务的“领头雁”

一个微笑，一句承诺，一份信仰，一
面旗帜。生命的意义在于忠于职守，勇
于担当，甘于奉献，无需豪言壮语，默默
行动便会诠释一切。来自行政服务科
的年轻职工盛维萍娓娓道来省优质服
务明星王爱霞的动人故事。

王爱霞从任职住建部门驻政务中
心窗口负责人的第一天起，12年来她扎
根窗口服务，把窗口作为与老百姓沟通
的桥梁，坚持“受理、咨询一样热情，生
人、熟人一样和气，忙时、闲时一样耐
心，来早、来晚一样接待”，做到急事急
办，特事特办。在工作中创新服务方
式，推行“不见面审批”，让企业、群众少
跑腿、好办事，赢得社会各界点赞；主动
做好光伏发电、智能终端产业园、米奇
—隅田川母婴产业园、住逻辑智能家居
等全县重大项目的帮办服务，试行“断
链式”服务、“容缺受理”“节假日预约加
班”，获得项目负责人的赞誉和各级领
导的肯定。在生活中，她对待同事坦诚
谦和、真心真意。当同事遇到困难，她
了解同事的难处，热情施予援手，把组
织和个人的温暖带给她们。在她的带
领下，住建窗口人员养成了时间就是效
益的观念，团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得到
了显著提升。她常说，对待办事群众，
要心细一点，态度温和一点，老百姓的
认可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12年来，她对工作精益求精，对服
务事无巨细，用女同志特有的那种细
腻、那份热情、那份执著、那股韧劲，树
立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时代风采，树立了
住建人的良好形象……

成剑鸿：物业管理的“追梦人”

物业管理涉及千家万户，承担着社
会管理以及公共服务、专业服务等职
责，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
着人居环境、城市品质的好坏，关系到
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这样一
个人，用心服务，化解了一件又一件矛
盾，赢得了广大业主和物业企业的称
赞。来自物业管理科的年轻职工杨洋
讲述了扬州市十佳标兵、物业管理科科
长成剑鸿的事迹。

成剑鸿本着“物业无小事、万事皆
用心”的工作原则，竭尽全力为广大业
主和物业企业解难题、谋发展，成为业
主的“大管家”。几年来，他创新物业考
核奖惩机制，推动了物业行业整体良好
发展；牵头制订了《宝应县住宅物业管
理工作考核办法》，加强住宅物业管理
工作考核。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
知》，不断规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
用程序。在为业主服务上，他用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向广大业主宣传物
业知识，营造“遵守文明公德，争做文明
市民”“按时缴纳物业费用，关心支持物
业工作”的浓厚氛围。

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和层出不穷
的各类矛盾，成剑鸿从来没有抱怨，从
来没有退缩。正如他所说，决定工作效
率和工作质量的首先是态度，其次才是
能力。凡事全力以赴，尽心尽责，才能
有所建树，无愧于心。

朱长梅：坚韧绽放的“红梅花”

乌云再密集，天也有放晴的时

候；海洋再广阔，船也有到岸的时
候。只要用乐观的心态来面对生活，
看待一切，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好
美。来自园林处的刘静静以《园林深
处梅花开》讲述了宝应好人朱长梅的
故事。

朱长梅在丈夫意外离世后，多少年
来独自一人无怨无悔地悉心照料年老
体弱的公婆，用心培养年幼的孩子，凭
着一份执着和坚韧撑起了一个温馨的
家。她用自己的善良和勤劳诠释了中
华儿女孝敬公婆的美德。不管生活中
遇到多大的困难，她在老人面前总是一
副笑脸。在朱长梅的精心照料下，两位
老人逐渐从痛苦中走了出来。在她的
影响下，孩子小小年纪就充满孝心、爱
心和上进心。朱长梅对工作的勤勤恳
恳，对公婆的不离不弃，对家庭的任劳
任怨，不仅让她成为众人学习的“宝应
好人”，也让她获得了十佳“宝应好媳
妇”的荣誉称号。

在“听党话、跟党走”职工大讲堂

上，该局局长殷九高希望全系统广大干
部职工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为契机，认真向先进学习，汲取前行
力量，深找差距、狠抓落实，勇挑重担、
创先争优，充分展现住建人昂扬向上、
勇争一流的精神风貌，共同推动住建工
作出新、出彩，奋力实现宝应住建事业
高质量发展。据该局工会负责人介绍：

“这些人和事都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他们用自己平凡的故事感动着我们，我
们会传承这种精神，把先进典型的因子
发扬光大，更好推进全县城建事业高质
量发展。”

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个感人的
瞬间，拨动着所有宝应住建人的心弦，
深深地感染了在场每一位听众。半年
来，该局机构改革的动力逐步显现，城
乡建设稳步实施，住房工作有序推进，
建筑产业健康发展，行业管理持续优
化，为今后的工作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和
社会的赞誉。

朱根华

本报讯 秋风送爽，
丹桂飘香。日前，江苏省
房地产业协会在南京举
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文艺汇演。

汇演在合唱《五星红
旗》中拉开序幕，十九个
自编自创自演的节目精
彩缤纷，让人目不暇接。
歌舞《青春阳光》绽放出
江苏房产人的青春活力；
音乐快板《南京物业五心
名片》将“爱心、安心、放
心、贴心、暖心”的服务理
念通过音乐快板的形式
向社会传播；舞蹈《共圆
中国梦》、歌舞《我和我的
祖国》、歌舞《天边》和歌
舞《最美的时代》烘托出
节日的喜庆和祥和。

整场汇演歌舞交融，
高潮迭起，江苏房产人以
欢快的风格和新颖的舞
台表现形式，尽显行业人
的多才多艺，用自己特有
的方式表达了对伟大祖
国的深深祝福和由衷
赞美。

袁 宁 文
黄举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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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人讲述身边事 身边事感动身边人
——记宝应县住建局工会职工大讲堂活动

盐城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军体拳表演出击出击”。

歌 唱 祖 国 感 恩 党歌 唱 祖 国 感 恩 党
———省房协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省房协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70周年文艺汇演周年文艺汇演

汇演由江苏省广电总台主持人嘉铭，南京电视台主持人李萌，南京万
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孔凡强，南京苏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朱烨共同主持。

苏州市物业管理协会表演苏州评弹“苏州物业好风光”。

常州市物业管理协会表演“舞台剧守护”。

南京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表演“青春阳光”。

南通市房地产业协会和镇江市物业管理协会联合出演“书简舞”。

南通市物业管理协会表演民族舞“多情的篝火”。无锡市物业管理协会表演歌伴舞“在希望的田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