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爱心驿站地图”体现服务的温度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王桂霞： 近年来， 色彩逐渐
成为食品商家的销售卖点， 色彩
营销也成为吸引消费者的一种差
异化销售策略。 不过， 在口味方
面， 有些产品并不如颜色那样来
得惊喜， 有些鲜艳颜色的来源可
能也不那么健康。 民以食为天，
商家需牢记将食品安全放在第一
位 。 食品着色只是一种加工工
艺， 商家无论是使用合成色素，
还是天然色素 ， 都应是辅助功
能， 不能喧宾夺主， 用心将产品
质量搞上去， 才是发展的正道。

工资集体协商准备工作要做细做实
临湘市总工会在调研

中发现 ， 快递行业发展迅
猛， 快递员业务量暴增，劳
动强度也随之加大，却没有
得到相应的报酬。 因此，快
递员流失率高 ， 快递企业
“天天在招人”。根据行业现
状 ， 依托职工入会率超过
90%的行业工会，临湘市总
促成了这次工资集体协商。
在这个问题上，“调查研究”
“从实际出发” 和 “职工入
会”成为关键词。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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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营销进军食品业
不能只顾颜值忽视健康

在线办理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工”字牌温暖

莫让文物遗址
再“受伤”

回收的旧衣去哪儿了
要有“明白账”

近来， 在甘肃省定西市陇西
县的美团骑手中流行着一张 “地
图宝典”。 “地图” 对5条城区街
道上的20家工会爱心驿站进行
了清晰的标注 ， 用手机一搜便
能找到 。 （9月 13日 《工人日
报》）

爱心驿站， 成为我们城市对
户外工作劳动者关爱的一道亮丽
风景线 。 但爱心驿站到底在哪
儿 ？ 有时确实让人感到有点茫
然。 现在有了 “爱心驿站地图”，
无疑非常给力。 拿出手机， 只要

输入关键词———爱心驿站， 就可
以找到爱心驿站在哪儿， 并可以
通过导航精准定位。 这样的高效
搜索， 避免了那种满大街寻找的
盲目性， 非常人性化。 首先， 骑
手可以就近休息。 因为长时间户
外工作， 骑手有时会感到劳累和
困乏。 根据手机上 “爱心驿站地
图” 的标注， 找一个就近休息的
地儿 ， 节省了骑手的时间与精
力 。 其次 ， 根据爱心驿站的位
置， 骑手可以更合理安排自己的
工作。 每天外卖骑手都有很多派

单计划， 根据派单计划和爱心驿
站的地图， 外卖骑手心中就从容
了很多。 他可以事先给自己制定
休息的计划。 比如， 某个地点的
单派送完了， 可以到附近的爱心
驿站喝口水， 纳个凉儿， 顺便再
给手机充个电。

细节是服务的温度。 “爱心
驿站地图” 这样的细节， 既体现
了信息化时代服务的与时俱进 ，
也让更多的户外劳动者感到了城
市的暖意与温度。

□陶象龙

张西流： 据媒体报道， 针对
“圆明园一游客踩踏遗址” 的情
况， 海淀警方会同公园管理处迅
速开展调查。 经查， 2021年9月8
日 ， 违法行为人李某 （男 ， 39
岁） 在圆明园遗址公园违规进入
远瀛观遗址踩踏、 拍照。 目前，
李某已被海淀警方依法行政拘
留。 男子擅闯圆明园遗址， 损害
文物尊严， 相关部门要加大对文
物的监管和保护力度。

近日， 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
道后瑞社区工联会面向辖区网约
送餐员等职工开展 “新就业群体
专场工会服务宣传活动”， 深入
走访美团、 朴朴等企业站点， 了
解新就业群体所需所求， 向他们
讲解工会各类服务及活动， 引导
新业态群体完成工会会员实名入
会操作 、 关注相关工会信息平
台。 （9月13日 《南方工报》）

外卖小哥等常常是一辆电瓶
车、 一顶头盔、 一只口罩、 一个
收纳箱……整天不停地忙着为客
户服务， 具有分散性、 流动性和
紧迫性等特点。 虽然许多外卖小
哥也加入了工会组织， 但由于对

工会的性质、 作用和服务等知识
及信息不了解， 没有能够充分享
受到工会会员应有的权利， 成为
了新业态企业工会应该补齐的工
作。 笔者以为， 深圳市宝安区积
极开展 “暖蜂行动”， 让工会服
务宣传活动走进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中间， 就是补齐 “短板” 的好
做法。

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
服务宣传活动， 一是通过和新业
态一线工会会员的细心沟通， 进
一步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情况、
工作难题和普遍需求， 可以为其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让他们感受
到“娘家”的温暖；二是工会工作

人员上门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详
细介绍关爱帮扶、学历提升、法律
援助等贴心服务， 能够使不少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从最初的不了解
工会转变到主动咨询和参与工会

活动， 增强了工会的凝聚力和影
响力； 三是有利于鼓励和激发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继续发扬勤劳肯
干和学习创新的精神 ， 不断提
高队伍的整体素质。 □费伟华

近年来， 旧衣回收受到
不少人青睐， 多地居民社区
都设置了旧衣回收箱。 这本
是减少资源浪费、 促进循环
发展的好事， 但在实施过程
中， 因为缺乏监督管理， 导
致出现一些问题。 调查发现，
部分商家在网络渠道公开售
卖旧衣回收箱， 而且不要求
买家提供公开募捐资质证明。
有客服人员还表示： “打着
慈善组织的旗号更容易收到
衣服。” (9月13日 《人民日
报》)

旧衣回收俨然成了近年
来越做越大的一项慈善事业，
但现实是， 旧衣回收问题丛
生。 如有不少从事旧衣回收
的企业 “挂羊头卖狗肉”， 比
如有些企业打着 “公益” 或
“政府实事项目” 的旗号， 收
来的旧衣物并没有做到 “资
源化、 无害化、 减量化” 处
理 ， 要么流向了二手市场 ，
要么进了焚烧炉， 被回收者
拿去牟取不当利益， 甚至这
些以爱心之名回收的衣物不
仅没能行善事， 反倒被用于
去做传播疾病、 污染环境的
坏事。 如还曾发生过捐赠者
在服装展销会买到自己捐赠
旧衣的事情。 有一些旧衣回
收企业， 并不具备旧衣回收
的资质， 却对外打出旧衣回
收的招牌。 这些都有违了旧
衣回收的初衷。

回收的旧衣物去了哪儿，
不能成了一笔 “糊涂账”， 而
要有一笔 “明白账”。 如捐赠
者要能对此知情， 企业要保
持公开透明， 要能公开旧衣
的去向， 相关部门也要加强
监管与监督。 而监管部门也
需要完善相关标准， 如几成
新的旧衣服可以再被捐赠出
去， 哪些旧衣服可以被加工
成抹布或劳保用品等等， 旧
衣服不能被卖给二手市场 ，
烫染后又伪装成新衣卖给消
费者等等， 这些都应有较为
明确的标准， 避免旧衣回收
被无良商人利用。

□戴先任

近日， 记者跟随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一督查
组前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发现偌大
的办税服务厅内纳税缴费群众竟然屈指可数 。 在
与企业恳谈过程中 ， 督查组发现 ， 原来是 “智
慧北京税务” 系统让纳税人和缴费人实现了 “非接
触” 纳税缴费流程， 大部分业务都实现了在线办
理。 （9月11日 新华社） □朱慧卿

近日， 湖南省临湘市总工会
发起的一场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
商，企业与职工双方达成协议，快
递员每单增加0.1元提成 。 一毛

钱，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可以忽略
不计，但《工人日报》报道时却用
“胜利”做了标题。这不仅因为每
单增加的一毛钱累计就是一笔
“大收入”（以当地水平，按一天送
250单计算， 一年可增加收入约
9000元），而且更因为这个协商结
果来之不易。 如果不是工会事先准
备工作做得细致、扎实，快递员们
恐怕连这增加的一毛钱都没有。

工资集体协商增加一毛钱的
“胜利”，值得做一番分析。

集体协商是怎样发起的？临
湘市总工会在调研中发现， 快递
行业发展迅猛， 快递员业务量暴
增，劳动强度也随之加大，却没有
得到相应的报酬。因此，快递员流
失率高，快递企业“天天在招人”。
根据行业现状， 依托职工入会率
超过90%的行业工会， 临湘市总

促成了这次工资集体协商。 在这
个问题上，“调查研究”“从实际出
发”和“职工入会”成为关键词。

协商代表怎么选？一是请“能
代表、敢协商”的职工作为协商代
表； 二是为了让职工代表为所有
快递企业职工发声， 临湘市总特
别提出： 要确保每家企业都有自
己的职工代表； 三是对职工代表
进行培训， 从协商策略、 政策理
论、工资结构等方面进行指导，研
究调查项目， 讨论协商目标、难
点、对策等。在这个问题上，“能代
表、敢协商”不是唯一条件，培训
和研究内容也很有针对性、 实用
性，特别是“确保每家企业都有自
己的职工代表”，照顾到了行业协
商的特殊性， 保证了协商结果的
“最大公约数”。

协商目标怎么定？ 工会组成

调研组， 详细了解快递行业经营
状况、投资成本、用工情况和今后
的发展规划， 并与企业负责人沟
通交流。同时通过召开座谈会、发
放调查问卷等方式， 全面掌握职
工的收入状况、休息休假、劳动环
境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了解职工
的意见和诉求……在调查细致入
微的基础上确定协商目标， 显然
更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为顺利协
商达成共识提供了保证。

协商工作如何推进？ 快递是
微利行业， 涨薪并非易事。 涨不
涨？涨多少？企业方的态度至关重
要。 临湘快递行业协会算了一笔
账 ：每单快递多提成0.1元 ，平均
到每家企业头上， 一年就要多出
15万元左右的人力成本。而且，一
线快递员的工资涨了， 其他人员
的工资肯定也要跟着涨。 考虑到

企业的实际压力， 工会没有急于
求成，而是充分协商，逐步推进；
企业方也认真论证，“光协调会就
开了不下5次”， 最终接受了职工
方的要求。

由于前期准备工作充分，这
次工资协商谈判 “格外顺利”。谈
判的结果，赢的不仅是职工。由于
职工收入增加，稳定了队伍，企业
也不再担心招不到人或同行之间
相互挖人， 正常运转没有了后顾
之忧，前景看好。正如一位企业负
责人所说：“在协商中， 企业老板
确实‘出了血’。但是反过来说，只
要能留得住人、聚得了人心，一切
皆有可能，未来只会更好。”

工资集体协商增加一毛钱的
“胜利”， 价值不仅在职工增加收
入多少，也体现了工会工作到位，
扎实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