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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镇江市总工会认
真贯彻市级机关作风效能建设
有关要求，结合“‘五抓五促’提
效能、全力夺取‘双胜利’”专项
行动，坚持以帮助职工办实事、
做好事、解难事为己任，聚焦主
责主业、整合全会资源、做强服
务功能，扎实推进“镇工惠·真情
汇”服务品牌创建，着力扩大工
会工作的影响力和实效性。

一、坚持法治思维，实施维权
普惠。在全市创新设立市、区两
级职工法律援助工作站9个，积
极推行帮办式维权服务，实现
窗口接待、争议调解、诉讼援助
一体化运行，全年累计为446名
职工提供免费法律服务，成功
调解劳动争议案件105件次，为
职工挽回经济损失230万元；办
理法律援助案件 18 件次，为职
工挽回经济损失 28 万元。线
上、线下相结合，组织开展以

《民法典》为重点的普法宣教
活动 15 场次，吸引近 14 万职工
参与，发放各类宣传材料 6000
余 册 ，在 职 工 队 伍 中 营 造 学
法、尊法、守法、用法氛围。全
覆 盖 推 进 劳 动 规 章“ 负 面 清
单”制度，免费为上百家用人单
位进行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效力
评估服务，有效促进了劳动关系
的和谐稳定。

二、助力解困脱困、实施帮扶
常惠。常态化开展“春送岗位”

“夏送清凉”“金秋助学”“冬送温
暖”等服务项目，帮助职工排忧
解难。全年慰问帮扶困难职工
2029人次，发放各类助困慰问金
158万元，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
业岗位1000多个。加强对特殊
群体关怀帮扶，先后组织开展

“关爱女职工健康”“困难环卫工
关爱月”等活动，累计组织 424
名困难女职工参加“两癌”公益

检查，发放“爱心诊疗卡”141张，
为 375 名困难环卫工免费提供
健康体检。启动以“清凉一夏、
幸福安康”为主题的关爱农民工
夏季安康“三送”活动，累计慰问
农民工 1.8 万人次，发放各类防
暑降温用品312万元，赠送安全
生产相关政策法规读本和宣传
资料1.6万份。

三、倡导互帮互爱、实施互助
互惠。大力倡导工人阶级团结
友爱、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做
优做强工会独具特色的互助互
济保障服务项目，全年累计覆
盖职工 32 万人，2700 名职工因
遭受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突
发困难申领各类互助金 870 万
元。“有难大家帮——慈善互济
添保障”活动扩面提效,全年共
计为环卫工、交通辅警、农民
工、特困职工等特殊群体 1.4 万
人赠送互助保障，帮助他们筑

牢防范风险的安全屏障。年
初，新冠疫情肆虐之际，工会组
织更是冲在一线、担当作为，累
计筹集和发放疫情防控资金近
120 万元，组织开展“致敬最美
逆行者”行动，发放援鄂医护人
员慰问金38.5万元，为600名一
线抗疫医护人员和公安干警赠
送“最美形象”设计卡，提供免
费美发服务。

四、培育职工文化，实施艺术
雅惠。启动“网聚职工正能量、
劳动绽放新风采”主题活动，征
集发布各类职工征文、摄影、微
视频作品 1500 多组，充分展现
新时代工人群体的奋进风采。
升级文化普惠活动，全年开设舞
蹈、书画等艺术兴趣班 41 个，
烘焙、茶艺等生活美学培训班8
个，2107名职工踊跃参与。坚持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打造“镇工
惠”网上服务平台，推出12项主

要服务功能，上线 46 种普惠福
利，开设“文化大咖课堂”“艺术
手作课堂”等工会网上文化课
堂，惠及职工4万多人。

五、注重关心关怀，实施疗养
广惠。组织劳模工匠、先进典
型、一线职工外出疗休养，加大
对先进模范人物的关心关怀。
先后组织41批次1790名优秀人
才赴江西、湖南等地疗休养，其
中环卫工 189 人、辅警 99 人、劳
模336人、高技能人才100人、一
线优秀职工1066人。组织援鄂
医护人员专场疗休养，让为疫情
防控做出特殊贡献医护人员切
实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贴心
关怀。助力乡村振兴，投入专项
资金 25 万元，举办劳模农产品
直销会，支持基层工会开展美丽
乡村春秋游活动，刺激带动助农
消费2亿元。

(边江）

聚焦主责主业 真情服务职工
——市总工会“镇工惠·真情汇”服务品牌综述

京江晚报讯 昨日，记者从
有关方面获悉，由市农业农村
局与商务局共同搭建的“菜篮
子”产品线上产销对接群这一
线上产销平台已经实现常态化
运作，一批又一批地产蔬菜由
产品变为商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市
农业农村局、商务局于2月份共
同搭建起全市“菜篮子”产品线
上产销对接群，共吸引 80余个
市场经营主体、近400个生产主

体进群对接。
在市“菜篮子”产销对接平

台辐射影响下，丹阳市、句容
市、丹徒区农业农村部门会同
商务部门也纷纷搭建了市、区
产销对接平台。产销对接平台
已经帮助50多个各类规模生产
基地与35个市场主体建立较为
稳定的合作关系。每天，这个
群在平台上发出大量农产品供
求信息，就像一个“移动农贸市
场”。

据市农业农村局蔬菜园艺
处相关人士介绍，针对疫情持
续的实际情况，这个产销对接
平台成为菜农销售产品的“主
战场”。据农户反映，所挂钩的
农产品基地的 45%的产品可以
通过平台销售出去，他们不用

出门、在田间地头就能完成农
产品交易，省去了不少麻烦，解
决了销售困难。

另据了解，长申超市抓住
时机建立长申超市农超对接
群，从全市“菜篮子”产品线上
产销对接群中拉出40多个蔬菜
规模生产主体进入，并指派专
人负责与菜农对接，每天发布
需求信息，派车到基地拉菜，每
天采购本地蔬菜3吨左右，涵盖
了 20多个品种，实现了企业节
本增效和菜农增产增收，提高
了产销环节高效对接。

据悉，全市今年蔬菜播种
面积预计 40.94万亩，蔬菜总产
量预计达 93.53万吨，蔬菜总产
值预计为 56.13亿元，同比均略
有增长。 （安丽海 干光磊）

“菜篮子”产品线上产销对接群常态运营

京江晚报讯 昨天下午，由樊
登读书镇江运营中心主办的“全
民阅读·书香镇江 2020 年优秀阅
读推广人答谢会”在樊登读书线
下活动中心举行。

答谢会上举行了 2020年度优
秀阅读推广人颁奖。樊登读书镇
江运营中心开创于 2018 年 1月 1
日，以推广全民阅读和建设“书香
镇江”为己任，每周组织不同主题
类型的线下沙龙活动，近 20000人
次参与线下读书分享会。2019年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樊登读书联
合镇江日报社举办了“全民阅读，
书香镇江”大型公益活动，给社区
赠送图书和读书卡，走进中小学

校发放免费读书卡；走进大中小
型企业组织读书分享会……

樊登读书镇江运营中心负责
人、启慧阅读创始人陈小卫表示，
在全市大力宣传和推动“全民阅
读，书香镇江”的环境和氛围下，
参加阅读的市民越来越多，2年多
时间，镇江注册会员达到 10 多万
人，发展速度居全省前列。

获得 2020年度优秀阅读推广
人的徐玲表示：“作为一名老师，
能带动孩子和大家一起阅读是我
的责任。阅读可以丰富人生，提
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了解人
性和社会的复杂性。”

（马彦如）

樊登读书答谢优秀阅读推广人

京江晚报讯 日前，句容市
教育局公布了17家尚未取得办
学许可的校外培训机构。

句容市教育局近期对被投
诉机构开展了现场检查。经查
实，句容堡马晚托、倍学教育、
宝华大耳朵英语、七色光、昂立

教育等机构尚未取得办学许
可，同时存在无证办学、虚假宣
传广告、超范围经营、安全隐患
等违法违规行为。

句容教育部门提醒：文化
教育类培训机构应持有教育部
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学校名
称、办学地址、办学内容等应证
实相符。同时，教育部门建议
选择参加相关培训时签订规范
的培训合同，不参加一次性收
费超过三个月的培训。

（朱美娜）

句容学生和家长注意
这些校外培训机构尚未取得办学许可

京江晚报讯 日前，由共青团
中央、全国学联共同组织开展的
2019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奖学金名单揭晓，镇江高专医药
技术学院医检 181 班学生唐之钶
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称
号。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评比
活动以“青春自强 刚健勇毅”为
主题，重点寻访在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助
力乡村振兴、参与社会实践、热心
志愿服务、弘扬网上文明等方面
有优秀事迹，在当代大学生中能
够起到榜样作用的青年学生。

今年新冠疫情暴发恰逢春
节，导致江阴市口罩生产线停工，
形成抗疫防护资源紧缺的局面。
江阴团市委发布通知招募返澄、
在澄青年团员参与疫情防控志愿
工作。唐之钶积极响应号召，报
名参加“江阴口罩复产扩产青年
突击队”。他独自前往 20 多公里
外的江阴市高新区医药产业园，
与其他青年团员一起参与生产口

罩。后来，江阴团市委决定成立
“在澄高校学生助力城市管理青
年突击队”，唐之钶参与了突击队
的志愿生产服务互动，与志愿者
们穿梭于各个社区帮助老年人申
领“锡康码”。

志愿服务期间，唐之钶又服
从江阴团市委的安排组织成立了
大学生第十三抗疫临时团支部，
担任团支部书记，对接江阴市梅
园社区志愿者工作。他每天从居
住地赶到 10 公里外的城区，带领
小组成员于全市社区、公共场所
帮助工作人员进行测体温、扫健
康码、申请锡康码等疫情防控工
作。

工作期间，唐之钶得到了江
阴团市委和社区的认可和表彰，
先后荣获江阴市抗击新冠肺炎助
力口罩生产企业复工复产青年突
击队证书、江阴市抗击新冠肺炎
在澄高校学生助力城市管理青年
突击队证书、江阴市在澄高校学
生临时团支部优秀志愿者称号。

（刘曦 古瑾）

镇江高专学生唐之钶
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昨天，由市慈善总会、
镇江 12349 为民便民服务
中心等单位举办的“书香画
翠、与爱童行”第三季慈善
书画专场拍卖会在墨海神
韵美术馆举行。现场30幅
作品被成功抢拍，共募得
33300 元善款，拍卖所得将
全部用于困境留守儿童的
帮扶救助。

道静 马镇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