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新形势下， 总结以往经
验， 探寻工作规律， 深刻认
识联席会议制度的创新意义，
推动联席会议制度再上新台
阶， 是工会面临的一项重要
任务。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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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职工读书活动贵在常办常新

推动工会和政府联席会议制度再上新台阶
□张刃

■每日图评

《工人日报》 报道， 在近期
一年一度的浙江绍兴市政府与市
总工会联席会议上， 原则通过了
组建集成电路等三个产业工会的
议题； 绍兴市总工会提出的 “深
化职工疗休养工作促进消费提振
信心的建议”， 也得到了市政府
的认同和肯定。 这次会议的成果
有新意， 有实效， 再度引起人们

对联席会议制度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工会有

许多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和发扬，
政府和工会联席会议制度是其中
一项重要的创新成果， 是政府与
工会为促进改革发展稳定、 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 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 协商解决共同关注的重大事
项和问题而建立的专门制度， 是
工会实现源头参与、 在宏观层面
上协调劳动关系、 维护和发展职
工权益的重要途径。 经过30多年
的坚持、 探索、 完善和发展， 各
级工会组织借助这个平台， 与政
府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
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
题， 开展广泛深入协商， 在实践
中形成了政府牵头协调、 工会组
织运作 、 相关行政部门积极参

与、 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的有效工
作机制， 在服务大局、 服务职工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说， 联席会议制度是工
会工作的重要创新成果， 是指它
在工会的理论、体制、工作、作用
上具有创造性。 绍兴工会形象地
表述为：如果说，工会是收集民意
的“千里眼”“顺风耳”，那么联席
会议就像是架起了党委、 政府和
职工群众之间的 “连心桥”， 让
民意直达党委政府， 让问题得以
最快解决， 让工会更精准地服务
职工 ， 这是联席会议秉持的宗
旨。 围绕这一宗旨实施的各项举
措，必然收效显著。今年他们联席
会议的成果， 不仅在浙江首次实
现按纯产业集群组建工会，有创
新， 而且切合疫情防控常态化实

际，有助于提振消费、保障民生。
事实上， 政府也在实践中认

识到联席会议的价值和作用。 因
此， “今年的联席会议， 市政府
主要领导带领各部门一把手亲自
参加， 所有问题现场讨论， 能现
场解决的现场解决， 不能现场解
决的会后给出解决方案， 这种联
席会议将民主协商的价值发挥到
了极致。” 这种政府密切联系工
会组织的有效形式， 对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都
有重要意义。

新形势下， 总结以往经验，
探寻工作规律， 深刻认识联席会
议制度的创新意义， 推动联席会
议制度再上新台阶， 是工会面临
的一项重要任务。 绍兴工会的经
验， 就是围绕党政所想、 职工所

需、 工会所能， 不断改革创新，
在党委、 政府与职工群众之间开
设 “直通车”， 让工会在精准服
务发展、 服务职工、 服务基层中
展现更大作为， 凝聚起更广泛的
发展合力 ， 将广大职工群众的
“百条心” 拧成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的 “一股绳”。

各级工会要切实增强落实联
席会议制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深刻认识新形势下进一步建立健
全联席会议制度在落实全心全意
依靠工人阶级方针、 推进新时期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推动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 从源头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 推进工会改革成果
向基层延伸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以更大的决心、 更实的举措推动
联席会议制度不断向前发展。

“读书学习让我们眼更明、
心更亮， 理想信念坚定， 工作更
有劲头！” 这是徐工挖机公司职
工李响在前不久徐州市总举行的
“职工阅读状元榜” 比赛活动中，
以 14675分 钟 的 阅 读 时 长 闯 入
“状元榜” 时的获奖感言。 （6月
23日 《江苏工人报》）

职工读书活动是一个老生常
谈的问题， 然而， 如何真正让读
书 成 为 职 工 的 一 种 习 惯 和 生
活 方 式 ， 笔者以为 ， 倒是需要
创新工作方法， 形成充满活力的
长效机制。 近年来， 江苏省徐州

市总工会坚持大力开展职工书屋
建设和职工读书活动， 就是值得
学 习 的 做 法 ： 为 了 让 职 工 读
书 活 动保持旺盛活力 ， “徐州
职工读书月 ” 每年明确一个活
动主题 ， 目前已连续举办了10
年； 精心策划举办了 “十年读书
成果展”， 有1600余件作品参加
展览， 其中有300本汇集成册的
职工读书心得笔记； 每年出资10
多万元建设电子职工书屋， 打造
了 “老虎在线” 职工阅读平台，
电子书屋年浏览量超过500万人
次……截至目前， 该市已有职工

书屋示范点843个， 其中全国职
工书屋42个 ， 省级职工书屋88
个。 徐州市总工会荣获江苏省全
民阅读活动先进集体。 职工阅读
活动的内容与形式日益丰富多
样， 影响越来越深远。

徐州市总工会的经验启示我
们， 只有坚持 “十年磨剑” 的精
神， 持之以恒地在实践中不断丰
富读书的内容和方法， 增强职工
读书的兴趣和动力， 才能引领广
大职工立足岗位读书成才， 让他
们目标方向更加明确。

□费伟华

据报道， 有媒体记者购买了
10款儿童地垫， 送第三方检测机
构参考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内的团
体标准进行检测后发现， 其中6
款产品甲酰胺超标， 超标最多的
高达17倍 。 而且 ， 这些 “毒地
垫 ” 无一例外打着环保名义售
卖， 多是热销产品。 （6月23日
《科技日报》）

儿童用品， 无论是吃的喝的
还是穿的用的， 都应当坚持最严
苛的安全要求和最高质量标准。
这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们还未成
年， 尚处在生长发育期， 身心都
比较娇嫩， 这个阶段他们不应受
到也承受不起任何外来伤害。 否

则不仅会损及当前， 很可能还会
危及将来， 甚至给他们留下一生
的不良影响。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孩子们是家庭的希望、 社会的未
来和祖国的花朵， 我们有责任为
他们的健康成长提供最周到的保
护， 也有必要把最安全、 最优质
的东西拿给孩子们用。

然而发生的事实却常常是事
与愿违。 一些商家唯利是图， 为
赚钱不择手段， 往往千方百计地
降低成本 ， 毫无底线的虚假宣
传， 才不会去管他们的产品和服
务会不会对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生长发育乃至人身安全造成什么
现实危害或潜在威胁。

作为消费者要擦亮眼睛， 谨
慎选购。 其次， 各电商平台也要
增 强 社 会 责 任 感 ， 提 高 儿 童
产品准入门槛， 不给 “毒地垫”

以可乘之机。 再则， 监管部门也
要密切关注， 严厉处罚虚假宣传
行为。

□徐建辉

■世象漫说

在以往的引才模式中， 各地大都将高学历
人才、 技能达人等作为 “香饽饽”。 而今， 随
着电商直播爆红， 电商直播人才也成了很多地
方争相延揽的对象， 这彰显了社会人才观的进
步。 互联网日益普及， 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
式， 也改变了企业的营销方式。 这种改变给电
商主播提供了平台和机会。 前不久， 电商主播
被人社部增设为一种新职业。 这表明， 电商主
播的社会认可度越来越高。 （6月22日 《经济
日报》） □赵顺清

“香饽饽”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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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是国际瑜伽日 。
作为一种身心锻炼修习法， 瑜
伽在世界各地受到不少练习者
追捧， 近些年在中国也发展迅
速。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大众对
“舶来品”瑜伽了解不多，加之
一些培训机构“花式赚钱”挖空
心思，瑜伽领域不乏“连环套”
“坑中坑”， 有的经营活动形同
“传销”，存在考证乱、师资差、
噱头多和功效虚的四大乱象。
（6月22日 新华网）

瑜伽市场乱象直接受到侵
害的就是普通消费者。 简单来
看，只要交钱，培训四天就“变”
教练， 这样的教练如果忽悠住
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轻则会让
消费者破财且学不到真功夫，
重则难免会给身体健康及安全
带来隐忧。 正如有的受害者表
示， 在目前的市场中， 教培证
已演变成了赚钱的套路， 一环
套一环， 简直像传销。

瑜伽市场乱象不能小觑。
据报道， 除了来历不明的瑜伽
证书之外， 专家们提醒， 瑜伽
还有一些常见的 “坑”， 消费
者需要提高警惕。 比如， 巧立
名目， 夸大功效； 盲目追求高
难度体式。 具体来看， 行业里
出现了很多千奇百怪的养生、
疗养项目， 编造 “噱头” 以收
取高额费用， 这无疑会给消费
者带来伤害。

针对市场乱象， 强化监管
执法是重要保障 。 入行门槛
低、 行业考核标准不统一、 瑜
伽老师层次良莠不齐、 培训机
构鱼龙混杂……这些既是行业
自身问题， 又与市场监管不力
有一定关系。 于此， 市场监管
部门， 要依法对瑜伽健身项目
及教练资格进行抽查， 督促、
规范好健身行业的健康发展。

同时， 以 “行规和行约”
有效提升行业自律也亟待引起
重视。瑜伽界人士就建议，应当
对消费者加大瑜伽知识的宣
传， 对从业者和经营场馆加大
监督； 通过行业协会定期举办
培训班和管理、学术研讨交流，
督促瑜伽培训机构自觉守法。
这些， 也有助于行业远离坑蒙
拐骗的 “邪道”。 □杨李喆

别让“毒地垫”成儿童健康杀手

校园食品安全
需要全社会努力

要为儿童构建起
防溺水安全“堤坝”

瑜伽市场乱象
亟待依法规制

吴学安： 近日， 教育部印发
通知， 部署深入开展新时代校园
爱国卫生运动， 其中包括做好学
校食堂从业人员健康检查、 食品
原料进货查验， 推进学校厕所革
命， 落实控烟要求， 完善学校心
理健康咨询服务机制等。 孩子们
是国家的希望， 是民族的未来，
其身体健康权必须得到牢固的保
护。 营造校园食品安全环境， 需
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努力， 需要有
关部门各尽其责。 只有举全社会
之力， 才能形成维护校园食品安
全的良好氛围。

鹰远： 日前， 重庆潼南区发
生8名小学生溺亡事件。 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6月22日
发布预警， 提醒各地、 各有关部
门和学校引以为戒， 认真落实防
溺 水 工 作 各 项 要 求 ， 严 防 溺
水 事 故 。 不管是学校 ， 还是家
庭， 抑或是社会相关部门， 都要
积极行动起来， 为少年儿童构筑
起安全 “堤坝”， 避免学生溺亡
悲剧再度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