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戴先任：近日， 在 “全国安
全用药月宣传活动 ” 中 ， 一场
“清理家庭小药箱”活动在上海市
黄浦区淮海中路渔阳里广场举
办， 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
人员和上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的
药师联合 “摆摊”， 吸引了不少
市民的关注， 当天就回收了20公
斤市民废弃的药品。 要解决过期
药品处理难题， 就要加强源头治
理， 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职工之家建在哪里 ，
什么时间接待职工 ， 说起
来似乎不是大事 ， 实际效
果却大不相同 。 选择职工
生活中心 ， 根据职工 “生
物钟” 安排工会工作时间，
不仅方便职工 ， 更体现了
工会为职工服务的诚心诚
意 。 如此 ， 工会改革才称
得上 “深化”。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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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药回收难
亟待加强源头治理

自动续费

驾培学费第三方监管
可保障学员权益

法律政策 “码上知”、 劳动
纠纷 “码上解”、 风险隐患 “码
上防”。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总工
会于去年上线的多功能劳动争议
化解掌上应用平台 “西湖工情
码”， 它不仅能让广大职工随手
获取必需、 常用的法律政策， 还
能让有诉求的职工随时找到理性
维权的窗口， 是数智赋能基层社
会治理的一个有效实践。 （11月
22日 《浙江工人日报》）

以前 ， 劳动者遇到法律问
题， 想要找到相对应的法律条文

相当困难， 导致劳动者在维权时
有一定的盲目性。 有了 “西湖工
情码”， 上面有法律条文、 司法
案例、 案例解读， 一看就懂， 方
便明了。

“西湖工情码” 使劳动者维
权通道更顺畅 ， 确保投诉 “有
门 ”， 劳动者权益一旦被侵害 ，
可通过 “西湖工情码” 及时向有
关部门反映。 在接到劳动者的反
映后， 有关部门维权有助， 能够
使侵权问题解决在始发阶段。

近年，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

门都严格要求维护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西湖区总工会推出 “工情
码”， 是一种主动作为， 敢于作
为的表现， 也是维护劳动者权益
的一种创新。 当然 ， 造成劳动
者 权 益 被 侵 害 的 原 因有很多 ，
各种侵权行为都不一定完全相
同， 有关部门在为劳动者维权的
同时， 要认真分析造成被侵权的
原因， 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从而从根本上防止侵权行为的发
生。

□胡建兵

张淳艺：据媒体报道， 广州
市交通运输局对 《广州市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管理办法》 进行了相
应修订 ， 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
见。 这次修订增加了推行学费第
三方存管的相应条款， 要求采取
预收学费模式的机动车驾驶培训
机构应自主选择一个或多个具有
资质的第三方金融机构提供驾培
学费存管服务。 驾培学费第三方
监管， 可以有力保障学员权益，
也有助于规范驾培行业， 倒逼驾
校提升服务质量。

进入杭州“数智群团”系统，
点击“蓝领E家”，在浙江省杭州市
拱墅区一家企业上班的王磊日前
在手机上找到房源。 王磊高兴地
说： “租金透明，房间的介绍、布
局很清楚，还能在线咨询、预约看
房，太方便了。”（11月22日《工人
日报》）

据悉，“蓝领E家”是拱墅区总
工会全力打造并聚焦蓝领需求的
一站式工作生活服务平台， 集合
“E家房源、E家求职 、E家政策 、E
家服务”4个功能板块和一个综合
服务“E地图”。职工通过“E地图”
可以方便地找到蓝领公寓附近的
职工书屋、职工文化活动点、爱心

驿站等工会服务阵地， 以及周边
配套的地铁、银行、农贸市场等，
让他们在安心住下来的同时，生
活更舒心。

不少职工， 特别是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面临租房难、 求职难等
问题。 一些职工租房或找工作等
不仅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收集信
息和资料， 还要来回奔跑于多个
地方了解情况，感到费时又费力。
笔者以为，“蓝领E家”一站式服务
平台好就好在， 针对职工急难愁
盼的问题，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
让职工对工作和生活的信息一目
了然， 方便地解决了他们就业及
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 减少了

烦恼和忧虑，有了更多的归属感、
获得感和幸福感， 深深地感受到
了“娘家”的温暖和贴心。同时，工
会创新工作方式， 为职工提供更
加优质便捷的服务， 也进一步拉

近了工会与职工之间的距离与感
情， 增强了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
凝聚力， 有利于促进工会队伍的
不断壮大。这样的做法，值得学习
和推广！ □费伟华

近日，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结的两起新招用员
工试用期不合格被用人单位辞
退的案件， 因审判结果不同，
引发人们关注。 同样被用人单
位称不符合录用条件， 其中一
个因为不胜任工作被辞退， 法
院判决单位做法欠妥； 另一个
因为迟到打瞌睡被辞退， 法院
却支持了单位的做法。 专家建
议， 企业在招用员工发布录用
条件时， 应对录用条件具体、
细化 。 （11月18日 《工人日
报》）

试用期有试用期的劳动规
则， 这些劳动规则关乎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 具
有法律效力和契约效力， 应该
被双方共同敬畏和遵守， 这些
劳动规则不能 “留白”， 不能
混沌化， 更不能成为用人单位
单方的事后解释。 用人单位在
招聘员工时， 应该事先给出全
面、 明确、 具体的录用条件，
给出试用期的工作标准和要
求， 把规矩说到明处， 让劳动
者心中有数， 做好准备。

实际上， 即便劳动者在试
用期的工作表现不如人意， 出
现了一些问题， 也不一定属于
“不符合录用条件”， 不必然引
发解除劳动合同的后果。 如果
用人单位设定的录用条件只是
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 未以明
确具体的工作要求、 情形或条
件拉出 “不符合录用条件” 的
负面清单， 那么， 劳动者符合
录用条件的基本要求， 却在用
人单位未事先说明的一些具体
环节出现工作不适应、 不达标
等问题时， 就应该属于符合录
用条件而不能胜任相关岗位的
工作。 对此， 按照 《劳动合同
法》 《劳动法》 的规定， 用人
单位应先安排劳动者进行培
训 ， 或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
位， 采取这两项措施后， 劳动
者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才可按
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

总之， 试用期的劳动规则
“不混沌”， 用人单位的劳动管
理就“不混沌”，劳动者的权益
也才能“不混沌”。 □李英锋

“免费开通会员” “一分钱体验7天会员” “限
时6元尊享钻石会员” ……近日， 山西的刘女士打开
第三方支付平台账单时直言 “肉疼”， 此前曾短期使
用的视频 、 剪辑修图 、 社交 、 音乐等多个App长期
“悄无声息” 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扣除银行卡里的钱。
（11月18日 新华社） □朱慧卿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 “桥头
堡”， 经济发展速度惊人， 也因
此成为产业工人集中的一线城
市 ， 全市有基层工会 2.6万家 ，
覆盖近10万家单位， 仅宝安区就
有职工350万人， 其中产业工人
270万人。 在这样一个劳动群体

庞大的辖区内， 工会组织如何更
好地发挥作用？ 如何推进工会改
革进入 “深水区”？

《工人日报》 报道， 深圳市
总工会抓住工会联合会综合改革
这个 “牛鼻子”， 根据工联会的
类型、 职工人数等情况， 将全市
941家工联会分为5个等级 ， 社
区 、 园区 、 楼宇等 10种类型 ，
市、 区、 街道总工会或市各产业
工会3个层次， 对不同等级的工
联会进行指导、 管理和建设， 精
准推进组织、 工作、 服务 “三覆
盖”，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
服务职工群众。

概括的表述不免枯燥， 深圳
工会人的一些观点却很生动， 而
那正是他们创新工作的思想认识
基础， 值得品味、 学习。

其一， 面对社区高新企业云
集， 小微企业众多， 特点各有不

同的实际情况， 工会工作怎么开
展？ 深圳工会的答案是， “让社
区自己说了算， 充分赋权”。

与区、 街 （镇） 不同， 社区
不是一级行政机构， 对应的工会
组织往往容易虚化， 工作难以落
到实处。 “让社区自己说了算，
充分赋权”， 推进社区工联会实
体化、 专业化、 规范化建设， 在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
对社区工会 “充分赋权 ” 而且
“说了算”， 是需要上级工会更新
观念， 肯于放权的。

其二， 调查研究是常用工作
方法， 做起来却有粗细之分， 深
浅之别 。 深圳工会的同志说 ：
“调研的重要方法就是和工人
‘面对面’ 访谈， 倾听、 了解工
人工作、 生活等方面的诉求。 我
们每访谈一名职工需要2－3次 、
5－6个小时。”

对工人群体进行调查研究，
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 这样的工
作思路和方法谁都会说， 但怎样
才能做得扎实、 有效， 却不是每
一个说的人都能够做到的。 与职
工群众 “面对面” 倾听诉求， 并
且多次长谈 ， 这才是真心的贴
近， “下功夫” 调查。 有了这样
的工作基础， 何愁工作没有针对
性、 有效性。

其三， 做群众工作， 要宣传
更要办事。 深圳工会 “通过日常
平实的工作， 慢慢积累并逐渐理
解工人的处境和心态， 收获他们
的信任 ， 找到了团结工人的法
宝”。

这 “日常平实的工作”， 就
是重视解决工人的实际困难 。
“积累并理解” “工人的处境和
心态 ” “收获信任 ” “团结工
人”， 都是我们平时在工会工作

中很少见到的词汇， 而这却是做
好工会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础。 由
此可见深圳工会人思考之深， 体
会之深。 也正因此， 他们才能通
过对工人的观察、 培训， 把部分
工人发展成为工会活动的组织者
和宣传员。 这也是工会改革深化
的一部分。

其四， 选择职工的生活中心
建设职工之家， 根据职工的 “生
物钟” 设置工作时间， 保证 “职
工上班， 工会开门； 职工下班，
工会有人”。

职工之家建在哪里， 什么时
间接待职工， 说起来似乎不是大
事， 实际效果却大不相同。 选择
职工生活中心， 根据职工 “生物
钟” 安排工会工作时间， 不仅方
便职工， 更体现了工会为职工服
务的诚心诚意。 如此， 工会改革
才称得上 “深化”。

“西湖工情码”让职工学法维权更便捷

莫让试用期成为
劳动规则“混沌期”

从工会人的几个观点看深化工会改革

“蓝领E家”让工会服务更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