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总说 ， 工会维护职
工权益要源头参与 、 源头维
护 ， 昆明工会的作为即是一
个 范 例 。 正 如 报 道 所 说 ，
“从0到1， 再从1到1+N， 从
无到有 ， 从有到优 ， 一部不
断完善 、 优化的地方性工资
支付条例 ， 既见证了昆明市
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历
史进程 ， 也彰显了昆明工会
的担当与执着”。

文化和旅游部于正在天津举办的 “2019中国旅游
产业博览会” 上发布 《自驾游目的地等级划分》 《自
驾车旅居车营地质量等级划分》 两项行业标准。 标准
将自驾游目的地划分为国家级自驾游目的地、 省级自
驾游目的地2个等级 ； 将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划分为
5C、 4C和3C三个质量等级。 标准还对自驾游规划、
政策支持、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安全引导、 应急管
理和数据统计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9月7日 新华社）

□朱慧卿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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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锻造高技能人才队伍要“两条腿走路”

■世象漫说

从劳动立法上做文章更能彰显工会作为

新学期保护视力
要有新行动

■劳动时评

李雪： 近日， 在江苏省邮政
管理局、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等部
门的指导下 ， 菜鸟网络携手中
通、 申通 、 圆通等快递公司6日
在江苏上线 “回箱计划”， 首批在
江苏铺设1800个绿色回收箱， 推进
快递包装分类回收、 循环利用。 期
待这样的快递包装 “回箱计划 ”
能够加速普及， 更期待更多的企
业和消费者参与到绿色快递中
来， 为美丽中国建设持续增力。

快递包装“回箱计划”
亟待推而广之

盛人云：又是一年开学季，孩
子们兴高采烈地背着书包， 迎接
新的学期。 但是， 老师们却很忧
心，暑假过后，班里因近视而戴上
眼镜的孩子又比以往多了几个。
新学期，保护视力要有新行动。各
级各地有关方面都要关心、 支持
儿童青少年视力保护， 在全社会
营造政府主导、各方参与、学校教
育、家庭关注的良好氛围，让孩子
们用一双双明亮动人的眼睛，去
发现世界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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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 记者从北京市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社会民生专场上
了解到，本市将启动实施职业技能提
升三年行动， 对企业职工开展大规
模的职业技能培训。到2021年底，
全市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
的比例要达到30%， 其中高级人
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要达到
33%。（9月6日 《劳动午报》）

培育一支高技能人才队伍，
关键要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
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通过“订单

式培养”、企业新型学徒制等模式
推动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 以精
确、精准、精细为要求，培养出更
多更优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从而
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对多层次、多
类型人才的需求； 另一方面要紧
盯企业内部“挖潜”，对现有人才
进行再发现、再教育，通过持之以
恒地加强员工培训、 师徒结对等
方式， 形成完善的产业工人培养
体系，不断适应机器更新、技术升
级、工艺变革的用工要求。

俗话说： 一技在身， 走遍天

下。拥有过硬的技术素质、高超的
技能水平， 是成为高技能人才的
“硬指标”。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
未来， 工匠精神永远是新时代坚
挺的脊梁。于此而言，广大劳动者
要顺应发展潮流， 切实增强主动
学习和岗位成才意识， 继续保持
干一行爱一行的热情、 干一行精
一行的韧劲，多搞发明创造，多做
革新设计，在爱岗敬业中当好“标
兵”，在改革创新中争做“尖兵 ”，
共同唱响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的
时代最强音。 □徐剑锋

2019年9月1日， 新的 《昆明
市工资支付条例》 正式施行， 此
前颁行15年的旧条例同时废止。
新条例比较旧条例， 实施力度更
大， 调整范围更广， 更有力规范
劳动力市场， 保护劳动者的薪酬

权利。 （9月6日 《工人日报》）
作为地方法规， 有关工资的

条 例 、 政 令 关 系 到 千 百 万 劳
动 者 及其所在用工单位的利益
和诉求， 立法不易， 修订亦难。
昆明这部 《工资支付条例》 从起
草、 制定到修改、 完善， 始终倾
注着工会的心血， 是昆明市总持
续推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立法
的成果。

新条例的母本为2004年出台
施行的 《昆明市企业工资支付条
例》。 这个条例的出台离不开市
总工会的倡议、 力推， 其背景则
是劳动者工资被拖欠问题凸显，
引起工会高度重视， “感到应当
有一个地方性的法规， 以规范工
资发放和治理欠薪， 为劳动法律
装上 ‘牙齿’”， 并且应该争取社
会各界的共识。 在工会的积极推

动下，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 （包括
激烈争议）， 《昆明市企业工资
支付条例》 终于交付市人大常委
会表决通过， 从此结束了昆明市
没有保护职工工资支付权益的地
方性法律的历史。

这一过程表明， 一， 工会以
维护职工权益为己任， 时刻关注
职工面临的困境； 二， 工会维权
没有就事论事， 而是从立法的高
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 工会
不是单打独斗， 而是争取了社会
支持。

事物总是在发展的， 现实情
况发生变化， 相关法规也需要修
订。 昆明市新条例立法过程中，
工会积极配合人社等部门， 为相
关单位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尤其
是近年来涉及劳动者报酬出现的
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 并做出说

明， 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向有关各
方介绍情况， 积极推动条例的修
订。 由于旧条例把 “工会元素”
与劳动者权益保护通过法律有机
融入， 为修订后新条例的出台打
下了基础， 因此凸显了与时俱进
的特点。

譬如， 新条例名称中删掉了
“企业” 二字， 适用新条例的劳
动者被定义为 “本市行政区域内
的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 民办非
企业单位， 以及合伙组织、 基金
会等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
者”， 以及 “国家机关、 事业单
位、 社会团体和与之形成劳动关
系的劳动者”， 这就把劳动者从
企业职工扩大为所有以工资性收
入为生活来源的群体。 又如， 新
条例中有多处 “工会元素”， 如
“工程建设领域用人单位应当将

用工实名制管理、 工资支付工作
情况向本单位工会通报并备案相
关资料， 工会应当适时对本单位
用工实名制管理、 工资支付工作
情况进行监督”。

《昆明市工资支付条例 》 修
订出台再次表明， 工会在立法工
作中可以顺势而为， 也可以大有
可为， 而且能够适时地增加 “工
会元素”， 通过立法程序， 提高
工会的地位， 强化工会的作用。

我们总说， 工会维护职工权
益要源头参与、源头维护，昆明工
会的作为即是一个范例。 正如报
道所说，“从0到1， 再从1到1+N，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一部不断完
善、优化的地方性工资支付条例，
既见证了昆明市推进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的历史进程， 也彰显了昆
明工会的担当与执着”。

■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如何打破
养老护理人才短缺瓶颈？

“社会自习室”为何会走红？

□张刃

今年以来， 武汉闹市区内出
现新鲜事物———社会自习室， 收
费虽不便宜， 但因经营至深夜，
且学习环境好， 很受欢迎。 某家
社会自习室的分店7月初开业以
来， 已有不少人前来体验。 据介
绍， 武汉第一家社会自习室是在
2019年2月份成立的， 现在武汉
已经有不下7家不同品牌的社会
自习室了 。 （9月6日 《长江日
报》）

随着高学历人才辈出， 职场
竞争激烈， 不少人越来越有一种
知识恐慌和本领恐慌， 从而 “知
不足而奋起”， 在他人业余选择
消费娱乐时， 他们却在利用休息
时间好好学习， 为自己 “充电”。

那么， 他们就想找个地方用于专
心学习。 在家里没有学习氛围 ，
而去图书馆经常一座难求， 需
要提前占座位……找不到良好的
学习空间， 学习效率就会不高。

而社会自习室恰好填补了这
种学习需求。 一者， 服务齐全。
二者， 学习氛围好。 每个座位都
被打造成相对私密的 “格子间”，
每个人几乎都沉浸在知识的海洋
中， 即便走动也是小心翼翼， 避
免打扰别人 。 三者 ， 营业到深
夜， 据说有的还打算24小时全天
开放， 这就满足了白天要上班，
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学习的人的需
求。 一句话， 社会自习室的良好
环境与服务， 以及深夜营业， 是

它们最吸引学习者之处。
在对社会自习室点赞之余 ，

我们也要看到， 正因它们是商业
化的， 对于学生、 初入职场者 、
低收入者来说， 他们在这里学习
的成本可能过高， 会考虑是否物

有所值， 这就要求社会自习室应
提升服务水平， 通过增加名师讲
座、 读书分享等附加活动， 将业
态扩大， 延伸产业链条， 确保可
持续发展。 □何勇海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
2018年末， 我国60周岁及以上
人口2.5亿人 。 全国失能 、 半
失能老人约有4063万人。 若按
照国际上失能老人与护理员3∶
1的配置标准推算 ， 我国至少
需要1300万护理员。 然而， 根据
《2018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 显
示， 我国鉴定合格的养老护理
员只有44102人 。 为啥养老护
理专业人才缺口巨大， 却招不
来人？ （9月8日 《工人日报》）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
加深， 养老服务人才的紧缺日
益凸显。 为了加强专业人才的
培养，过去10多年，许多高职专
科院校办学招生。 然而遍地开
花的院校却多招生遇冷，此外，
由于劳动强度高、工资水平低、
社会认可度不高等诸多因素，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科班毕
业生在一线养老护理岗位上的
流失率高居不下， 甚至超过七
成。 养老护理行业专业人才招
不来留不住，这是社会的尴尬。

如何打破养老护理人才短
缺瓶颈？ 对此相关专家表示，
“提高待遇、 增加收入是建设
一支高质量养老护理人员队伍
的重要保障”。 笔者以为， 要
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尴尬局面，
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需要，
打破人才瓶颈， 应从国家层面
的政策支持， 利用激励政策来
刺激养老护理专业人才的培养，
有计划地在高等院校和中等职
业学校增设老年医学、 护理等
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

解决养老护理专业人才短
板， 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 一
方面民政部门应积极拿出措
施 ， 助推养老机构的良性发
展， 力争缓解养老机构现存的
瓶颈问题。 再者充分依托院校
和养老机构建立养老服务实训
基地。 同时大力倡导社会各界
志愿者与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对
接活动 ， 充分发 挥 工 、 青 、
妇等群团组织的力量， 建立
起专业人员与志愿者相结合的
服务群体， 使养老护理员队伍
不断壮大、 基本满足老年人服
务需求。 □文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