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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职工说事室” 拉近了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距离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论文对高校教师有多重要？ 尤其对哲学社会科学
领域的研究者来说， 职称评定、 岗位聘任等都离不开
论文这杆秤。 但当 “论文” 前加上一个 “唯” 字， 就
让学术研究笼罩上功利化的阴霾。 长期以来， “唯论
文” 是高校评价体系中挥之不去的痼疾。 近日， 教育部
发布 《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 “唯论文”
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 “十不得”， 旨在打破
“唯论文” 的不良导向。 (12月17日 新华社） □王铎

钱夙伟： 年底是各类电信诈
骗的高发时期， 尤其是在网络交
易日趋便捷的今天， 个人信息极
易被不法分子盗取利用。 网友反
映， 诈骗分子往往对自己的购物
内容、 家庭地址等身份信息如数
家珍， 如不加强防范， 很容易落
入骗子设置的陷阱之中， 让人防
不胜防。 因此， 临近年底， 提醒所
有人， 要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
不轻易在网上录入个人信息。

“健康码”破解了激发基层工会工作活力难题

4个监测维度、 20项不同权
重分值的健康指标， 动态监测民
营企业工会的基本面、 规范化创
建情况……如今， 浙江省温州市
的民营企业工会有了运行状况
“健康码”， 通过 “健康码” 实时
监测工会 “健康指数”， 以便及

时发现和纠正问题。 日前， 温州
市总工会举办民营企业工会健康
指数发布仪式， 公布了全市民营
企业工会的健康指数。 （12月16日
《工人日报》）

疫情防控期间， 很多居民都
有了 “健康码”， 没想到， 温州
市的民营企业工会也有了运行
“健康码 ”， 这可真是一件新鲜
事， 也是健全工会治理体系、 提
升工会治理能力的有益探索。

工会是职工的代表和 “娘
家”， 是保护职工权益的后盾，是
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沟通、 协商
的桥梁， 是用人单位相关涉职工
权益决策或行为的参与者、 监督
者。《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等法律法规对工会的性质、宗
旨和职责做出了明确规定， 出现
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 “劳动维
权”，比如，《工会法》规定，中华全

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
工的利益， 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
权益； 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
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企
业职工劳动权益……《劳动法》规
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工会
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如
果用人单位违反法律、 法规或者
劳动合同， 工会有权要求重新处
理 ；劳动者申请仲裁或者提起
诉讼的， 工会应当依法给予支持
和帮助……

工会履职表现与劳动者维权
指数息息相关，一定意义上，工会
运行的“健康码”也是劳动维权的
“晴雨表”，工会运行机制越健康，
劳动维权工作就越给力， 劳动者
受到的保护就越到位； 工会运行
机制出现“病灶”，劳动维权工作
就可能出现漏洞或薄弱部位，劳
动者在某些环节就容易出现权益

损失，劳动关系和谐将受到影响。
温州市搭建工会运行监测平

台， 对组织建设、 维权帮扶、 创
新创业、 文化引领4个维度以及
集体合同签订、 劳动保护监督、
厂务公开民主管理、 文体活动阵
地建设等20项指标进行监测分
析， 核算健康指数， 可以实时动
态掌握企业工会的运行情况， 发
现工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
监测数据不佳、 运行状态欠健康
的工会组织， 监测平台还可以发
出黄色预警和红色通报， 推动上
级工会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 而
平台的会员评价和健康指数排位
等功能可以让企业工会倾听更多
声音， 收获更多的意见建议， 对
工作状态形成更客观理性的认
知， 可以倒逼企业工会增强自律
意识、 履职意识、 维权意识， 规
范机制建设和维权行为。 工会运

行 “健康码 ” 也有助于地方政
府、 劳动监察部门、 工会组织了
解掌握基层工会运行的共性问
题、 个性问题， 为科学决策、 精
准治理提供参考帮助。

要保障工会运行“健康码”符
合实际， 监测平台不能只抓取表
面数据， 不能只关注企业提供的
信息，而应多链接车间厂房一线，
多收集第一手资料， 多听听劳动
者的声音， 多关注一下投诉举报
或侵权案件信息，这样，监测的数
据才能更全面， 工会运行健康指
数才能更客观、更真实。希望温州
市进一步优化企业工会监测机
制，提升监测的全面性、科学性 、
精细性、合理性，提升工会健康指
数发布的精准性， 积累更多有益
经验， 也希望其他地方积极跟进
借鉴温州的经验， 让每一家企业
工会都拥有自己的“健康码”。

要保障工会运行 “健康
码” 符合实际， 监测平台不
能只抓取表面数据， 不能只
关注企业提供的信息， 而应
多链接车间厂房一线， 多收
集第一手资料， 多听听劳动
者的声音， 多关注一下投诉
举报或侵权案件信息 ， 这
样 ， 监测的数据才能更全
面， 工会运行健康指数才能
更客观、 更真实。

□李英锋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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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APP广告“关不掉”
成难治之疾

劳动争议调处
应多些“直通车”思维

李雪： 12月16日， 上海市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委 员 会 发 布 了
《APP广告消费者权益保护评价
报告 （2020）》。 上海市消保委通
过对600款APP广告行为分析发
现， 58%的APP含有广告， 其中
69.7%的广告没有 “关闭键”。 让
APP广告 “关得掉 ”， 关键是企
业要负起主体责任。 监管部门对
于APP广告 “关不掉” 现象也应
给予重视， 对于一些违法违规的
广告也须加大法律惩治力度。

12月15日 ,广东省清远市清
城区凤城街西湖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正式启用 ,这是清远市首家智
慧型 “嵌入式” 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 。 该中心将利用智能化手段 ,
为辖区老年人提供更加多样化、
品质化、 个性化的服务。 （12月
17日 《清远日报》）

居家养老服务是一种介于家
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的新型养
老模式， 集中了传统家庭养老与
机构养老的两方面优点， 不仅解
决了传统家庭养老服务不足的难
题， 又大大减轻了老年人及家庭
的经济负担， 是适应我国当前情
况的社会养老新模式。 同样， 为

了老年人享受更加专业、 更精细
化的居家养老护理服务， 尚需要
打造居家养老模式的升级版， 为
老人提供智慧化养老服务， 让居
家更安全、 更高级。 就此而言，
清远市首家智慧型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启用， 以及智慧型居家养老
服务模式， 将成为清远市今后养
老服务工作的重点方向， 值得推
崇和期待。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没有
“休止符”， 需要按下 “快进键”，
以大步快跑姿态打造适应新时代
“银发浪潮” 发展需要的升级版，
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
的需求。 要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

“放管服” 改革， 促进养老服务
均等化进程。 要认真落实好相关
政策， 对民间资本和 社 会 力 量
申请兴办养老机构进一步放宽

准入条件， 鼓励采取特许经营、
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等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
老机构。 □沈峰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要按下“快进键”

临近年底
谨防电信诈骗 根治“唯论文”痼疾

上海杨浦区定海路街道总
工会与区劳动人事仲裁院、 街
道劳动监察、 企业人事部门建
立有效对接 ， 并形成良性互
动， 让劳动争议调处迈入 “快
车道”。 其背后源于定海路街
道总工会主动延伸服务触角，
与区劳动人事仲裁院、 街道劳
动监察、 企业人事部门建立对
接机制， 加强沟通联系， 开辟
3条维权 “直通车”。 （12月17
日 《工人日报》）

面对劳动争议， 劳动双方
最为期许的就是通过调处等方
式快点解决。 面对职工投诉，
街道总工会当天介入、 当天调
查并给出调解或处理建议……
这样的加速度自然令人满意。
而其背后的 “直通” 思维不容
小觑 ， 比如 ， 直通仲裁 ， 变
“坐等” 为主动服务； 直通监
察， 资源共享形成合力； 直通
企业， 工会建议书受到重视。

具体来看， 工会开通与区
劳动人事仲裁院接待窗口的
“直通车”， 如此， 一方面让工
会组织从 “坐等” 职工上门维
权变成主动送服务； 另一方面
不仅让工会的职能作用充分发
挥出来， 且能够让劳动者合法
权益更有保障。 同时， 更重要
的是， 能够及早发现问题， 及
早介入并协助解决， 对于企业
发展是好事， 更是优化营商环
境的有益举措。

事实上， 劳动争议调处就
应多些 “直通车” 思维。 要实
现劳动争议调处的高效率， 工
会组织及各相关职能部门的积
极作为至关重要。 毕竟， 唯有
各方真正联动起来， 才能推动
劳动争议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
调处。

总而言之， 三条维权 “直
通车” 具有借鉴意义。 当然，
从劳动者自身来讲， 也应该增
强法律维权意识。 一方面应该
注重相关劳动法规的学习， 掌
握一定的维权知识与技 巧 ；
另一方面当自身权益被侵害
时， 也应善于通过法律途径积
极维权。 □杨玉龙

今年以来， 在浙江慈溪市不
少企事业单位里多了一个专门的
“职工说事 ” 工作室 。 在这里 ，
工会主席或工会委员定时定点等
着职工上门， 听职工倾吐烦恼、
发表意见 ， “问题 ” 变成 “点
子 ” ， “牢骚 ” 变成 “感动 ” ，
“困难” 变成 “办法”， 俨然成了
凝心聚力的 “民心室” 和 “聚智
堂”。 据介绍， 目前， 慈溪全市
已有 147家企事业单位设立了
“职 工 说 事 室 ” 。 （ 12月 17日
《浙江工人日报》）

职工在工作和生活中， 总会

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和烦心事。 如
果有话无处说、 有事无处讲、 有
难无处帮、 有劲无处使， 不仅影
响到职工的心理健康， 容易产生
情绪和怨言， 造成工作效率和产
品质量的下降， 而且还潜伏着许
多安全隐患 ， 可能酿成安全事
故。 如何将以往一年一次的职代
会交流， 扩展为日常、 实时的常
态化沟通交流， 让职工有一个随
时都可以 “说话的地方”， 笔者
以为， 设立 “职工说事室”， 就
是一种好办法。

“职工说事室” 好就好在，

一是拉近了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距
离 ， 可以增强职工的主人翁意
识 ， 提升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
感， 充分调动起内在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二是搭建了广开言路、汇
聚群智的平台， 能激励职工大胆
建言献策， 针对生产和管理中出
现的问题，想出好办法，提出“金
点子”， 为企业的发展 “添砖加
瓦”；三是打造了人性化和精细化
的企业文化建设，能把“摩擦力”
转化成“向心力”和“凝聚力”，推
动企业职工相向而行， 为创新和
发展增添活力和后劲。 □费伟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