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推广“待替岗”看基层工会组织的能力与作用

《工人日报》 报道， 江苏省
灌南县总工会在调研中发现， 企
业复工复产， 不少职工在铆足了

劲儿投入工作的同时， 不时面对
生活中有急事而不得不请假的情
况。 为了维护职工身心健康， 同
时帮助企业稳岗稳产， 灌南县总
工会决定借鉴金锐电子公司设立
“待替岗” 职位的经验 ， 在企业
中普遍推行 “待替岗” 做法。 在
工会的推动下， 该县已有百余家
企业设立 “待替岗” 职位， 在给
职工送去实实在在的帮助的同
时， 也保证了企业生产经营正常
进行。

按时出勤， 坚守岗位， 做好
本职工作， 是每一个职工的本分。
除非极少数刻意逃避劳动者， 不是
万不得已， 没有人会轻易请假离岗。
但是， 生活中总难免会出现某些
意外 情 况 ， 或者身体不适 ， 或
者家有困难 ， 不得不请假 。 此
时， 如果企业生产繁忙， 人手短

缺， 空岗势必影响生产， 请假也
会变得困难。 如何破解这一现实
矛盾？ 设置 “待替岗” 成为一个
“两全其美” 的选择。

报道说， “待替岗” 职位一
般由企业生产能手、 技术骨干及
行政管理人员等组成。 他们一方
面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 另一方
面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 当生产
一线职工因身体不适、 家中有急
事等原因需要替岗时， 由公司工
会安排熟悉岗位的 “待替岗” 职
位人员顶替职工上岗。 这样的安
排看似并不复杂 ， 但却需要用
心、 用情———对于组织者来说 ，
选择 “待替岗” 组成人员时要花
一番心思 ， 以保证 “待替 ” 者
“召之即来 ， 来之能战 ”； 对于
“待替岗” 人员而言 ， 除了本职
工作 ， 还要随时待命 ， 肯于奉

献 。 做到这两点 ， 没有兼顾之
心， 关爱之情， 难以达成。

值得注意的是， “待替岗”
的做法并非灌南县总工会的 “发
明创造”， 而是他们在调研中发
现了基层的经验， 借鉴过来加以
推广的。 在一个县里推行至百余
家企业， 每月为遇到特殊情况的
职工提供临时顶岗2000多人次 ，
百余家设立 “待替岗” 职位的企
业保持着零事故的优良局面， 这
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成绩。 同时，
它再次告诉我们， 实践出真知，
基层出经验， 上级部署的许多工
作、 做法不是领导们坐在办公室
“拍脑门” 想出来的， 而是基层
实践的成果升华 。 这个升华过
程， 关键在于领导者有没有 “一
双慧眼”， 善于发现、 总结、 提
炼和推广， 这里同样有一个用心

与用情的问题———如果做不到把
职工冷暖疾苦放在心上， 不能在
维护职工权益的同时促进企业发
展， 就发现不了这么好的经验，
或者即使听到、 看到了也不会去
总结、 提升和推广。

职工有困难， 工会来帮忙。
灌南县总工会在企业中普遍推行
“待替岗” 做法， 还使我们认识
到了工会组织的能力与能量。 一
个企业有了 “待替岗”， 受益者
只是这个企业的职工， 其他企业
的职工即使羡慕 ， 也无从 “享
受”。 而工会作为国家政权的重
要社会支柱， 却具备整合各种社
会资源的能力， 并且有借助多方
力量加以推广的能量， 从这个意
义上讲， 也是通过这一实例， 让
更多的职工认识到， 工会组织的
的确确是职工群众的 “娘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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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劳动者， 不是万不得已，
没有人会轻易请假离岗。 但
是， 生活中总难免会出现某
些意外情况， 或者身体不适，
或者家有困难， 不得不请假。
此时 ， 如果企业生产繁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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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牙膏营销不能“信口开河”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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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 网络上心理健康咨询、 亲密关
系修复、 陪伴倾诉倾听等都成为商机， 但服务质量
却存在不少问题： 一些平台上有偿心理咨询、 诊治
从业者没有资质， 一些平台打着陪伴倾听、 哄睡叫
醒等幌子提供 “软色情” “擦边球” 服务， 还有些
平台上相关服务纯属坑钱套路， 毫无效果甚至有
害， 消费者被侵害后维权困难。 （11月26日 新华
社） □朱慧卿

刘天放： 近年来， 随着机动
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 停车难问
题日渐突出， 尤其是在城市中心
区的医院， 停车更是难上加难。
医院停车难问题看似很难， 但办
法总比困难多， 只要真正重视起
来， 群策群力， 科学研判， 多措
并举 ，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
量， 缓解甚至解决医院停车难就
一定能够做到。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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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牙膏宣称幽门螺旋杆菌
抑菌率99.99%， 有的宣称 “净白
牙齿、 祛黄必备”， 有的则宣称
能预防蛀牙……记者近日采访发
现， 一些牙膏品牌的功效宣传很
直接， 但这些牙膏是否真的有如
此功效， 消费者不得而知。 （11
月27日 《工人日报》）

牙膏的宣传一直有点悬、有
点乱。在广告中，常常有穿着白大
褂的“权威人士”神情严肃地告诉
消费者： 某某牙膏具备何种有利
健康的功效。至于宣传美白牙齿、
坚固牙齿、祛黄、防蛀牙、保护牙

龈、防牙龈出血、治疗口腔炎症等
牙膏广告更是随处可见。

牙膏不是药， 牙膏广告不能
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能宣
传治愈率、有效率等，不能做有关
功效的断言或保证。《广告法》第
十七条规定：除医疗、药品、医疗
器械广告外， 禁止其他任何广告
涉及疾病治疗功能， 并不得使用
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
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将
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 《化妆
品监督管理条例》 将牙膏列为普
通化妆品， 规定牙膏可以宣称具

有防龋、 抑牙菌斑、 抗牙本质敏
感、减轻牙龈问题等功效，但前提
是牙膏备案人必须按照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进行功效评价。牙膏
广告总想抗这菌那菌， 总想治这
病那病，触碰了法律法规的禁区。
企业应该增强自律意识， 对照法
律要求，积极规范宣传行为，摒弃
相关涉医涉病用语。 市场监管部
门也应加强对牙膏广告的监测，
发现滥用杀菌、 消炎、 美白、 防
蛀牙等牙膏广告用语， 依法积极
干预 ， 该约谈约谈 ， 该追责追
责， 该警示警示。 □李英锋

“时间银行”
开启互助养老新模式

对“航业”培训乱象
要综合施治

王琦： 重庆市大渡口区建胜
镇建新社区创新解决养老 “最后
一公里 ” 问题 ， 设立 “时间银
行”。 “时间银行” 借鉴商业银
行的储蓄模式和管理方式， 鼓励
低龄老人和其他志愿者为社区高
龄老人提供志愿服务， 服务时长
可以储存。 未来需要别人向自己
提供服务时， 再用这些储存的时
间进行兑换。 “时间银行” 开启
互助养老新模式， 可谓是一举多
得。 希望 “时间银行” 式的养老
创新更多一些， 让更多的人群参
与进来。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对标国
内先进城市， 从最基层入手， 采
用最先进技术， 通过购买服务、
股权合作等方式， 引进市场竞争
机制，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走出
一条老城区 “智慧” 垃圾分类创
新路。 （11月28日 《经济日报》）

垃圾分类是个系统工程， 包
括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 分类处
理等多个环节。 当下， 垃圾分类
还存在诸多痛点， 比如源头不分
类、 混装混运等， 这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
理机制。 而在青岛市市北区垃圾
分类智慧平台上， 通过云端数据
平台进行查询， 各类垃圾的日统

计、 月统计数据一目了然。
尝试利用大数据， 能让垃圾

分类回收更加精细化。 一方面，
通过分析统计每个辖区垃圾的成
分和数量， 能够有针对性地制定
社区的垃圾分类投放和收集制度
办法、 途径， 实现垃圾分类的合
理化、 智能化， 提高垃圾处理能
力。 另一方面， 运用大数据分析
及区块链技术， 建立垃圾分类的
信息服务和管理平台， 对垃圾分
类处理过程、 措施成效和社会成
本等因素进行量化分析， 对政策
效应进行评价， 将垃圾分类与信
用体系联系， 对于构建垃圾分类
信用惩戒机制必不可少。

近期， 国内不少城市通过制
度创新和科技手段， 推动垃圾分
类真正 “落地”， 尤其是运用大
数据、 云计算等新技术， 提高垃
圾回收的科技含量， 推动垃圾回

收产业升级， 实现垃圾分类的合
理化 、 智能化 ， 提高垃圾处理能
力， 提高百姓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
积极性， 这些手段都可以让垃圾分
类持久开展下去。 □吴学安

垃圾分类借助“智慧”的力量能走得更好

破解医院停车难
需要群策群力 不靠谱

随着航空业的快速发展，
飞行员、 空乘等成了人们印象
中的 “香饽饽” 职业， 一些培
训机构也因此看到了行业 “钱
景”： “10万元当空姐， 20万
元当飞行员”。 一句话只要肯
花钱， 他们就 “有内部名额”
“可以内部运作”。 但事实是这
样的吗？ 有人用惨痛的教训给
那些想要走捷径的年轻人敲响
了警钟 。 （11月27日 《北京
青年报》）

针对 “航业” 培训中出现
的乱象， 个人应当增强防范意
识。 面对 “10万元当空姐， 20
万元当飞行员” 这样的宣传，
不能一味相信， 须知背后可能
是陷阱。 作为求职者， 如果想
进入到这个行业， 要通过正规
渠道关注航空公司招聘信息；
尽量找正规培训机构， 注意审
查培训机构的资质； 记得索要
并留存合同、 收据等签约材料
以便于维护自身权益。

监管部门应对乱象施力。
比如， 部分培训机构通过不正
当途径为部分学员获取各类证
书， 以此收取高额费用， 但部
分机构的资质是由不法企业假
冒相关航空部门授权 。 对于
此， 消费者很难防范。 但是，
监管部门对培训市场完善监管
执法， 对不法行为加大打击力
度， 也有利于净化培训市场。 故
此， 相关部门当对此重视起来。

互联网广告也须加大整治
力度。 根据 《互联网广告管理
暂行办法》 互联网广告主应当
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广
告主发布互联网广告需具备的
主体身份、 行政许可、 引证内
容等证明文件， 应当真实、 合
法、 有效。 保障互联网广告的
规范有序， 加大整治祛除乱象
确有必要。

从培训机构的角度来讲，
也应该增强守法自觉性， 要知
道， 靠非法手段牟利终归没有
好果子吃。 而最为重要的还是
个人须增强防范， 从事任何一
项职业切莫贪图捷径， 才能少
走歪路。

□杨李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