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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淳艺： 上海市某小区业委
会向物业公司发函， 要求对小区
停车收费情况进行核查。 在遭物
业公司拒绝后， 业委会在小区电
梯等候厅屏幕上滚动播放物业公
司的 “劣迹”。 为此物业公司向
法院起诉业委会侵犯其名誉权 。
近日，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二
审判决， 驳回物业公司的诉请 。
媒体调查发现， 不少小区的公共
收益账目不清、 去向不明。 有关
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规则， 提高
物业违法成本， 保障小区公共收
益不 “糊涂”。

希望更多工会重视理
论研究 ， 借力社会优质资
源 ， 针对劳动关系 、 职工
队伍新发展 、 新特点 ， 工
会工作新任务 、 新要求 ，
开展应用性 、 前瞻性理论
研究 ， 以理论研究新成果
推动工会工作不断取得新
突破、 新成就。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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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既能体检， 也能远
程看病 ， 还可以当场开处方拿
药。 我们平常干活受点小伤后 ，
能 够 马 上 得 到 治 疗 ， 真 是 太
方便了 。 ” 近 日 ， 中 建八局烟
台机场二期项目建筑工人王师
傅 在 工 地 作 业 时 不 慎 擦 伤 ，
随 即 到 户 外 劳 动 者 驿 站 接受
“云医疗” 配套服务， 完成问诊、
检查、 取药等流程 。 目前 ， 山
东省烟台市已经有226个户外劳
动者服务站点提供 “云医疗” 配
套服务， 覆盖全市22.5万名户外
劳动者 。 （11月24日 《工人日
报》）

在户外工作， 因为工作意外
发生小的皮外伤是很常见的情
形。 但现在劳动者驿站有了 “云
医疗” 配套服务， 劳动者在线就
可以问诊， 当场开处方拿药， 简
化了劳动者到医院看病的流程，
确实非常方便。

值得一提的是， 在劳动者驿
站， 建筑工人的体征数据还被统
一录入、 分组、 归类， 重点对高
空作业等身体素质要求高的工种
定期监护， 坚持每日上岗前进行
血压 、 酒精测量 ， 确保职工健
康， 促进安全生产。 显然， 劳动
者驿站提供这样的服务， 不仅可

以随时监测职工的健康状况， 更
确保了工作时的安全， 具有很大
的现实意义。

笔者注意到， 这些年， 在很
多地方工会组织建立的劳动者驿
站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除
了给职工提供一些日常基本的生
活服务之外， 还给外卖小哥提供
法律咨询服务， 甚至在一些地方
还有了便利店 ， 探索 “以店养
站” 的模式。 笔者认为， 劳动者
驿站服务功能的延伸是积极的信
号，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对
职工的精准关爱。

□陶象龙

沈峰：日前，重庆市人力社保
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时
期， 重庆市组织开展补贴性职业
技能培训近180万人次；“十三五”
期末，全市技能人才总量超过387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104.5
万人。大力开展技能培训，不仅有
助于稳岗位、保就业，也有利于实
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让更
多的技能人才有用武之地， 实现
其人生价值， 更可为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今年5月起， 上海宝山区内6
家园区 （楼宇） 职工健康服务点
陆续投入运营， “健康服务进楼
宇、 打通最后100米” 的模式颇
受职工欢迎， 该项工作也被列为
2021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11月23日 《劳动报》）

职工健康服务点进楼宇， 之
所以受到职工欢迎， 是因为它为
在楼宇内工作的职工提供了一种
更为便捷有效的动态健康管理服
务。 此举可以说是让楼宇内工作
的职工不出楼宇就能体验到专业
的医疗服务， 把护航职工健康的
举措落到了实处。

高层商务楼宇是一些企业办
公的主要场所。 有人说， “一栋
楼宇就是一个竖起来的开发区。”
这话显然有些夸张， 但也说明了
楼宇经济的地位和成效。 如何更
好服务 “竖起来的开发区” 内的
职工， 寻求保障他们健康的有效
途径， 上海宝山区总工会积极探
索 ， 将职工健康服务点进驻楼
宇， 并定期派资深的医护人员现
场为职工健康服务的做法， 惠及
到楼宇内全体职工， 值得点赞。

笔者以为， 在楼宇内的职工
健康服务点虽然不大， 但它的作
用却很大。 楼宇内的职工日常可

以在午休和换班时间去服务点向
值班的专业医务人员进行相关疾
病防治的咨询， 同时， 顺便还可
测血糖、 量血压， 由医务人员建
立个人的健康小档案， 时时掌握
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等。 总之，

职工健康服务点较好地为职工提
供了动态的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
务， 很接 “地气”， 让职工感受
到了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对企业
职工的人文关怀， 提高了楼宇职
工的幸福感、 获得感。 □周家和

日前， 人社部制定 《拖欠
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名单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
称 《办法》）， 明确一旦被列入
名单， 人社部门将把相关用人
单位名单转到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 由有关部门在政府资金支
持、 政府采购、 招投标、 融资
贷款、 市场准入、 税收优惠、
评优评先、 交通出行等方面依
法予以联合惩戒， 最长期限可
达3年。 （11月23日 《工人日
报》）

几乎每到年末岁尾， 农民
工的欠薪问题都要引发关注。
尽管近年来有关方面对此不遗
余力地予以治理， 但效果总不
尽如人意。 如此现实语境下，
人社部出台相关办法， 强调要
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
施以失信联合惩戒， 无疑更有
助于激活治理欠薪顽疾的 “一
池春水”。

人社部此番出台的 《办
法》， 最大亮点之一， 就是当
用人单位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
达到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数额标准的， 或因拖欠农民工
工资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
件、 极端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
会影响的， 将被列入失信联合
惩戒名单， 由有关部门在政府
资金支持 、 政府采购 、 招投
标、 融资贷款、 市场准入、 税
收优惠、 评优评先、 交通出行
等方面依法给予失信联合惩
戒。 这意味着用人单位在兑现
农民工工资方面出现失信情
形， 就要付出 “一处失信， 处
处难行” 的沉重代价。 同时，
《办法》 还给予了失信者改正
的机会。 这种惩戒与激励并重
的机制， 更有助于拖欠农民工
工资的用人单位以实际行动改
过自新。 一旦这种机制能够相
得益彰地释放出惩戒失信和褒
扬诚信的良性互动， 那么用人
单位就必然会在正确的价值观
导向下， 将不拖欠农民工工资
作为基本准则， 从而水到渠成
地实现对欠薪顽疾的有效根
治。

□张智全

一些不法分子制作仿冒App并通过分发平台生成二
维码或下载链接 ， 采取定向投递等方式 ， 通过短信 、
社交工具等向目标人群发送二维码或下载链接， 诱骗
受害人下载安装。 在虚假的贷款App上提交姓名、 身份
证照片、 个人资产证明、 银行账户、 地址等个人隐私
信息的用户数量甚巨， 大量受害用户向诈骗分子支付
了上万元的所谓 “担保费” “手续费” 费用， 经济利
益受到实质损害。 (11月24日 《法治日报》） □王铎

《工人日报》 报道， 今年4
月， 无锡市总工会与市社科联联
合面向社会开展工会专项课题
（职工思想引领） 研究招标， 全
市基层工会、 高校、 研究机构纷
纷响应， 20个课题获批立项。 8
月底， 经专家组验收、 评审， 20
个课题全部结项。 报道称， 本次

专项课题招标推动了基层工会与
高校、 研究机构等方面的互联互
通、 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收获
了一批有时代价值 、 有地域特
点、 有理论深度、 有实践意义的
优质课题成果。

由于近年来鲜见有关工会理
论研究的报道， 因此， 无锡市总
工会此举成为新闻， 引人注目。

理论源于实践， 是实践经验
的总结和升华， 形成规律性的认
识， 又反过来指导新的实践。 缺
乏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 往往是
盲目的 ， 会多走许多弯路 。 因
此， 注重理论研究， 历来是人们
为了更好更有效实践必然选择的
认识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 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 ， 工会工作有了长足拓
展， 无论工作领域、 工作内容、

方法手段、 组织形式……都积累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需要我们去
总结、 提炼、 升华， 形成新的工
会理论， 用以指导工作。 但与此
同时， 我们又不能不承认， 许多
工会工作者不注重理论研究， 甚
至完全没有兴趣， 认为那是学者
的事情， 与做具体工作无关， 于
是只凭经验办事， 靠文件工作，
没有创新， 缺乏深化， 自然也难
有明显进步和突出成效。 这种状
况如若不改变， 将成为工会工作
发展的一大障碍。

理论研究固然需要学识根
底， 离不开学者的参与， 但是，
实际工作者丰富的实践经验却是
学者不具备的 。 离开了实践经
验， 学者的研究就成了 “空中楼
阁”， 缺乏实际指导价值。 因此，
二者的结合才是理论研究的最佳

途径 。 正如无锡工会的同志所
说： “工会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
优势， 高校发挥专业理论优势，
大家优势叠加， 理论与实践有机
结合， 既为我们基层工会破解职
工思想引领工作方面的难题找到
出路， 也为我们开展理论研究打
开思路。”

工会理论研究的课题选择也
是一门“学问”，或者说，有针对性
的选题才更有实际指导价值。 譬
如， 无锡本次活动针对的是职工
思想引领，获得一等奖的课题《新
时代新兴职业青年思想引领的价
值意蕴、 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分析了包括网约车司机、 网络配
送员等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群体的职业现状、 利益诉求机制
存在的问题，从理论、实践、历史
等3个维度阐述加强他们思想引

领工作的必要性， 并提供路径参
考。 这对于目前工会正在开展的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行动，无
疑具有针对性的指导价值。

有了理论研究成果， 如何转
化为实际应用， 是检验研究成果
的关键。 无锡市总工会将获奖课
题汇编成册 ， 通过发布研究成
果， 供基层单位参考、 应用， 同
时选取若干示范点推动理论研究
成果应用转化。 做到了这一步，
理论研究才算完成全过程， 才能
达到预期效果。

希望更多工会重视理论研
究， 借力社会优质资源， 针对劳
动关系、 职工队伍新发展、 新特
点， 工会工作新任务、 新要求，
开展应用性、 前瞻性理论研究，
以理论研究新成果推动工会工作
不断取得新突破、 新成就。

劳动者驿站增加“云医疗”服务很人性化

以联合惩戒激活
治理欠薪顽疾“一池春水”

借力社会优质资源 加强工会理论研究

“健康服务点”进楼宇，护航职工健康

小区公共收益
不能是“糊涂账”

夯实技能人才基础
助力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