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劳动报记者 赵竺
安 ） 为了促进新员工迅速成
长，为企业“挺进深蓝”开发远
海作业积蓄新生力量， 日前，
中石化上海海洋石油局旗下

上海钻井公司分公司勘探三

号举行五对员工拜师带徒仪

式。
正在大海作业的勘探三

号在平台五楼会议室，为五名
新员工举行隆重而简单的师

徒签约仪式 ，双方签订了 “导
师带徒”培训协议书 ，明确师
徒双方权利和义务，确保活动

切实有效开展。 据平台负责人
介绍，开展“导师带徒”这项活
动，是想有效促进新员工技能
提升和岗位成才，充分发挥老
员工“传、帮、带”作用，为平台
安全生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首次尝试开辟夜间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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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汇公交联手野生动物园

为孕期女职工定制防辐射服
儿童医院工会推出暖心关爱举措

———上海世贸商城工会主席胡国伟的 20年“平凡之路”

中医讲究 “望闻问切 ”，做职
工工作也是一样， 在上海世贸商
城就有这样一位“专家 ”。他是同
事口中亲切和蔼的 “胡先生”，是
职工们最信赖的“胡主席 ”，从事
工会工作 20 年，他坚持做帮职工
释疑解惑的讲解员、 替职工说话
办事的勤务员、 为职工排忧解难
的服务员。

20 年， 他见证了公司工会从
无到有、从“被入会”到“要入会”
再到 100%入会率的全部历程，各
类奖状堆满办公室， 他却谦逊地
说：“我做的事情很平凡。”他就是
上海世贸商城工会主席胡国伟。

多看多听多问
建起卧虎藏龙的职工之家

“我是 1994 年参加工作的 ，
1999 年加入工会。”胡国伟的自我
介绍总是这样开始。生活中，能记
住自己何时毕业、 何时参加工作
的人不在少数， 但能记住加入工
会时间的人可能真不多。 如此介
绍自己的履历， 对胡国伟有着特
殊的意义。

时间回到 20 年前， 当时，外
资企业组建工会还属稀罕事 ，虹
桥开发区外资企业虽多， 但资方
对工会职能持怀疑态度， 多数职
工也相对保守， 谁都不愿意率先
建会。 因此， 志在破冰的世贸商
城，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为了让工会落地， 胡国伟可
谓费尽了心思， 既要通过各种方
法与资方老板沟通， 列举出组建
工会后对企业发展的种种好处 ；
还要说服员工改变对工会的固有

定义， 拟出组建工会后将带来的

种种权益。一次次软磨硬泡、反复
协商、数易方案，才促成了此事。

有了 “地基 ”，如何搭建好这
个职工之家又成了老胡的心头大

事。 据胡国伟回忆， 工会组建之
初，为了吸引更多员工入会，他每
天都要在公司里转上好几圈 ，通
过观察、聆听、询问，了解职工的
真实需求。有爱好运动的，他就积
极组织乒乓球、羽毛球、健步走等
参与性强的体育比赛； 有喜欢读
书的，他又忙着开办阅览室。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慢慢牵

住了职工的心， 工会的凝聚力悄
然提升。如今，街道、区，乃至市里
主办的各类大赛， 世贸商城只要
组队参加总会载誉而归， 大大小
小的奖杯奖状堆满了办公室 ，胡

国伟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维权与维稳并重
带领职工走出转型之“痛”
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始终是

工会的第一要义。 2014 年， 世贸
商城也迎来了企业的转型期。 上
实城开与香港南丰集团共同投

资， 对世贸商城进行股权收购 。
虽然企业性质未变， 但一系列改
革举措还是给职工们带来了 “阵
痛”。

比如原本外资企业特设的商

业保险因为企业重组被取消 ，员
工觉得权益受损，纷纷“上访”。而
处于转型期的企业也确实有实际

的困难和考虑， 为了帮助职工走

出转型之“痛”，胡国伟和几位工
会小组长冲在了第一线。

那段时间， 他每天与职工谈
心，察实情、听真话。为职工维权
的同时， 还要立足为企业维稳的
大局。 一次次调解争议、 答疑解
惑，将职工与企业之间的“矛盾”
大化小、小化无。胡国伟的付出也
终于换来了回报， 在街道总工会
的支持下， 老胡为世贸商城全体
工会会员申办了 “上海市工会会
员服务卡”，让职工们得到了实实
在在的保障。

2016 年， 为了构建更和谐的
劳动氛围， 闲不下来的老胡再次
牵头， 组织召开了关于修订员工
手册、年度绩效考核方案、工资结
构调整方案的职工代表座谈会 ，

广泛听取职工意见和建议， 并进
一步与企业展开交流沟通， 实现
劳资协商一致。“信赖， 缘于一种
赤诚的托付。” 在胡国伟看来，企
业越是在困难的时候， 工会越应
该想方设法编织好企业和职工这

枚同心结。

“三必访”关心到家
筑起金杯银杯换不来的口碑

从建会之初的 “被入会”，到
如今每年的新晋员工抢着 “要入
会”，100%的入会率背后其实是胡
国伟 20 年“暖心工程 ”架起的一
座心与心的桥梁。中医里讲究“望
闻问切”，对胡国伟来说 ，做职工
工作同样如此。望就是多看，看职
工冷暖； 闻就是多听， 听员工所
想；问就是多问，问职工所需；切
就是要对症下药， 从根本上解决
职工的困难。

这些年， 胡国伟总是定期对
职工的情况进行细致排摸， 做到
心中有数、 关心到位， 并且坚持
“三必访 ”政策，即员工生病住院
必访、员工家有特殊困难必访、员
工遇突发事故必访。

不久前， 公司保安部的一位
职工查出患了重病， 高昂的治疗
费使其本就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

霜。 老胡知道后第一时间送去工
会慰问金， 考虑到这位员工来自
特困家庭， 他又四处奔波组织募
捐。把钱送到职工家里时，患者的
全家人都哭了。 老胡觉得自己只
是做了分内的事。

如今， 世贸商城工会已经成
了名副其实的“职工之家”，“上海
市五一劳动奖状”、市总工会首批
全市 110 家 “上海市非公企业改
革示范点单位”、长宁区工人先锋
号，各种荣誉加身，老胡始终是那
句话 ：“我做的事情很平凡 。”或
许，润物细无声，就是工会的力量
所在。

■马亚会

本报讯（劳动报首席记者 李
轶捷）伴随着“动物奇妙夜”活动
的结束，南汇公交新设的野生动
物园短驳线也暂时停运。 经过一
个月的运维保障，南汇公交不仅
首次尝试开辟临时性的短驳线

路， 也为今后在大型活动中，通
过资源共享，做好人员保障工作
积累下宝贵经验。

自今年 8 月上海野生动物
园推出全国首个特色夜间动物

园，并以“动物奇妙夜”为主题开
展夜游体验活动以来，为方便市
民乘客夜间游园，保障活动现场
营运秩序，南汇公交特别开辟了
夜间短驳车专线，以满足游客公
交出行需求。

据了解，公司每天安排 3 辆
短驳车往返野生动物园园区和

野生动物园 16 号线地铁站 ，逢
双休日，公司在 3 辆配车的基础
上，再增配 4 辆营运车辆 ，如遇
现场大客流，还调派周边的 1069
路和途经线路惠南 6 路等进行
支援， 充分保障市民乘客安全、
便捷的出行。

由于开辟的专线为新增线

路，实际等于加大了司乘人员的
工作量。 公司工会从人性化角度
出发，在运营阶段内，每天安排 1
名管理人员、2 名站员，现场维护
秩序 ， 了解司乘人员的实际需
求。

在征询意见过程中，有司机
反映 ， 野生动物园相对地处偏
远，就餐、如厕问题成为最大的
困难。 南汇公交公司工会即刻与
野生动物园沟通， 并达成共识：
有就餐需求的驾驶员，可以在野
生动物园内的食堂享受免费晚

餐，园内的许多员工设施也向驾
驶员免费开放，同时 ，双方公司
工会不定期地交流沟通，及时掌
握每天车行状况 ， 实现资源共
享，确保活动期间短驳车辆的运
行良好。

就这一次开辟夜间专线的

尝试，南汇公交公司认为 ，是一
次经验积累和提炼总结的机

会 ， 对今后面临大型活动以及
定制线路过程中 ， 如何强强联
手 ， 做好司乘人员的后勤保障
工作 ， 提供了一次有效的样本
经验。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王
枫）日前，上海市儿童医院的
准妈妈们收到了来自医院的

特殊礼物———由医院工会特

别定制的防辐射服 。 今年以
来，儿童医院推出暖心关爱职
工系列举措 ， 针对孕期女职
工、 更年期女职工等特殊群
体，提供定制防辐射服 、激素
水平检测等个性化服务，为女
职工群体撑起一把保护伞。

上海市儿童医院共有职

工 1600 多名， 其中女职工比
例较高，约有 1000 多人，据医

院相关人士介绍， 近年来，随
着二胎政策的出台，孕期女职
工呈上升趋势，据统计 ，目前
儿童医院约有 80 余名孕期女
职工。 这些孕期女职工中，有
些在放射科、超声波室等特殊
岗位工作， 受辐射影响较大，
为了保障孕期女职工健康，上
海市儿童医院工会妇委会、保
障部与被服厂家联系，并就款
式、 颜色听取女职工意见，为
在职孕妈妈们设计制作的儿

医孕妈妈制服、 防辐射服，材
质棉柔、腰部宽松 ，处处彰显

出医院对女职工们的关爱。
儿童医院工会还将关注

的目光聚焦更年期女职工健

康状况，近期，该院工会妇委
会联合检验科、护理部为全院
50 周岁以上的女职工开展“激
素水平检测”。根据检测结果，
医院将请专家来院开展“更年
期女性保健培训”， 并制定相
关调养方案，关注更年期女职
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帮助这
一特殊群体在工作和生活中

能从容面对，做有气质 、有修
养、有内涵的医务女性。

勘探三号举行“导师带徒”签约仪式

世贸商城工会主席胡国伟（中）与职工积极推进垃圾分类

从“被入会”“要入会”到100%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