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8月1日起施行的黑土地保护法要求， 有关
部门和地区将组织开展黑土耕地调查， 建立黑土
耕地档案， 把黑土耕地纳入耕地保护红线任务。
（8月1日 新华社） □朱慧卿

近日， 河北省沽源县总工会
举办首届 “职工读书节” 暨沽源
县 “职工书屋 ” 揭牌仪式 。 据
了解， 沽源县职工书屋占地面积
220平方米， 书籍涵盖政治、 经
济、 教育、 专业技术知识以及主
流报刊等11000余册 。 县总工会
以 “职工读书节” 为契机， 向全
县广大职工发出倡议， 鼓励每一
位职工亲近图书 ， 以读书求新
知， 以读书求进步， 以读书求发
展， 形成 “多读书、 读好书” 的
良好氛围。 （8月3日 《河北工人
报》）

创建学习型企业， 最重要的
就是广大职工要多读书 、 读好
书， 养成阅读的习惯， 不断提升
自己的文化和技能素养。 可是，
在实际工作中， 不少企业由于缺
少了有效的载体， 总感到职工读
书的氛围不浓， 常常存在时抓时
松， 甚至 “一阵风” 的现象， 确
实应该加以重视和改进。 笔者以
为， 沽源县总工会开展 “职工读
书节” 活动， 就是值得学习和推
广的好做法。

开展 “职工读书节” 活动好
就好在， 一是让职工读书有了有

效的载体， 可以激发他们的阅读
兴趣， 使读书成为一件快乐的事
情； 二是可以更好地发挥 “职工
书屋” 的作用， 真正让书屋转起
来、 活起来、 旺起来， 不断增加
人气和阅读量， 提高了图书的利
用率； 三是可以以节为媒， 开展
形式多样、 丰富多彩的职工读书
交流活动 ， 共享学习的心得和
体 会 ， 让他们在相学相帮互助
中 ， 共同提高 ， 提升读书的效
果， 让读书成为职工的一种生活
方式。

□费伟华

汪昌莲： 近日， 河南省会郑
州市街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 “急
救地摊”， 每到夜幕降临， 志愿
者们就会免费给附近居民传授心
肺复苏 、 海姆立克法等急救技
能 ， 成为城市一道温暖的风景
线。 推出 “急救地摊”， 让科普
更接地气。 事实上， 让急救设施
进入公共场所， 仅是做好院前急
救第一步， 更为关键的是， 还需
大力普及急救技能知识。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中，
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是一个各方都
关注的话题， 许多企业也在积极
探索 、 总结经验 。 从已有实践
看， 这个问题不是简单地给技术
工人增加多少工资、 福利就能够

解决的 ， 而是一个需要多方入
手， 综合考量， 科学调整， 不断
优化的课题 。 综合所见各地经
验， 我们看到有如下几条途径。

最直接的办法是， 提高技能
等级在工资总额计算中的占比，
突出价值贡献、 能力素质等因素
在薪酬分配中的作用。 譬如， 以
往新产品投入市场获得效益， 受
到奖励的一般多为研发人员， 如
果把销售业绩奖励扩展到生产一
线的技术工人， 使他们也享受到
创造带来的价值， 肯定是一种正
向激励。

间接的办法有， 实施 “一岗
多能” 培养， 借以提高技能人才
待遇和能力水平。 通过跨工种培
训， 使一线技术工人达成 “精一
会二学三” 目标， 即精通本岗位
工作， 熟练第二岗位工作， 学会

三个以上岗位的基本工作， 鼓励
多劳多得。 这样做， 不仅拓宽了
技术工人的知识视野， 更新了技
术工人的知识结构， 提高了技术
工人的综合素质， 而且有助于解
决企业某些岗位缺人， 造成生产
缺口的问题。

从外部要求看， 完善市场化
的薪酬分配体系是一条必由之
路。 即建立以价值创造和业绩为
导向的工资总额分层、 分类调控
机制， 对重大项目、 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等特殊事项的工资总额单
列支持， 确保收入分配及薪酬增
量向为企业完成绩效目标作出贡
献的高端人才、 核心骨干和一线
关键岗位人员倾斜， 确保核心骨
干职工薪酬具有市场竞争力。

从内部管理看， 建立个性化
的薪酬考核机制是企业的不二选

择。 制约企业发展的 “短板” 往
往与薪酬分配不合理有关。 建立
符合市场化要求的考评体系和考
核评价标准， 不断改革和完善内
部薪酬分配机制， 坚持个性化的
考核和差异化的薪酬分配， 才能
契合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借以补
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和改善绩
效管理水平。 这种分配方式还可
以企业效益好坏、 岗位贡献大小
以及技能要素创造价值方式的不
同，采用不同的激励力度、方式和
手段， 引导更多职工关心企业发
展，共同把企业“蛋糕”做大。

除去物质奖励， 强化精神激
励也很重要。譬如，重视发挥职工
的个性能力。激发技术工人潜质，
提高其自我认知的水平； 对职工
开展情感激励、兴趣激励、性格激
励，调动职工积极性、激发职工创

造力，发挥技能潜质，并且获得相
应的报酬；赋予技术工人挑战性
工作， 一方面增强职工的工作责
任感和团体归属感， 另一方面促
使职工提升技能水平， 增加个人
成就感和实际收入。

打造良好的企业文化， 也是
精神激励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
在完善企业各项管理制度的同
时， 要在加大力度推进落实上下
功夫， 使其真正运用到实际管理
中、 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 充
分发挥其激励作用， 让技术工人
充分理解企业精神、 经营战略、
理想愿景， 形成携手并进的工作
理念。 另一方面， 要营造尊重技
能人才和技术工人的企业环境，
为他们创造良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和舒心的工作氛围， 激励职工更
好地为企业发展服务。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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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养生保健类直播视
频充斥各大短视频平台， 颇
受中老年群体的追捧。 记者
近日调查发现， 养生直播和
短视频鱼龙混杂， 有的表面
上讲授养生知识， 实际只为
兜售保健品； 不少视频主播
伪装成大师、 名医卖课。 专
家特别提醒， 没有获得相应
资质的养生直播和短视频不
具备合法性， 市民谨防上当
受骗。 (8月2日 《北京日报》)

老年人年纪大， 更为关
注健康问题。 这些因素的存
在， 让一些不法分子自然不
会放过这一商机， 现在短视
频正火， 相关的养生直播和
短视频也多了起来， 其中一
些不过是不法分子给老年网
友挖下的 “消费陷阱”。

如媒体报道， 一些养生
类网络直播的主播通常都以
大师、 名医和权威专家自居，
在直播平台上， 很多主播看
似名头很大， 实际上其真实
身份难以核查。 “养生科普”
为带货打掩护 ， “挂羊头 ，
卖狗肉”； 还有的主播夸大其
词， 进行虚假宣传， 推销产
品……

“养生直播” 不能成了
“坑老” 骗局。 “养生直播”
如果能够规范发展， 对于增
强老年人健康素养等方面 ，
还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所
以， 要做的是规范 “养生直
播”， 而不是对其 “一棍子打
死”。

现在养老诈骗犯罪屡见
不鲜 ， 不止于线上或线下 。
需要加大对养老诈骗犯罪的
打击力度， 线上、 线下一齐
发力， 要增加不法分子的违
法成本。 而对于老人子女来
说， 也要多关心与陪伴老人，
比如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还要增加他们的网络安全意
识， 让老人多一些防范意识，
避免老人上当受骗。 对养老
诈骗犯罪要打防结合， 要形
成各方合力斩断不法分子伸
向老人钱包的黑手。

□戴先任

制约企业发展的 “短
板 ” 往往与薪酬分配不合
理有关 。 建立符合市场化
要求的考评体系和考核评
价标准 ， 不断改革和完善
内部薪酬分配机制 ， 坚持
个性化的考核和差异化的
薪酬分配 ， 才能契合改革
与发展的需要 ， 借以补短
板 、 强弱项 ， 不断提升和
改善绩效管理水平。

“职工读书节”激发职工阅读兴趣

■世象漫说

“建档保护”

“中午可以到公交车上乘凉
啦！”7月28日，江苏省泰州市总工
会联合泰州客运集团推出的 “爱
心避暑纳凉车” 首批车辆投放到
位，受到户外劳动者们的一致“点
赞”。 （8月3日 《工人日报》）

7月28日至8月底， 泰州客运
集团每天将抽调几辆新能源公交
车作为纳凉专车停放在户外， 供
劳动者避暑休息， 为环卫工人、
园林工人、 建筑工人、 交警、 快
递员、 外卖员等一线高温作业人
员提供温馨服务。 纳凉车的车厢
内放置了便民服务箱， 免费提供
饮用水、 清热解暑药品、 防疫物
资、 安全生产知识口袋书等。 每

辆公交车会提前做好车厢内消毒
工作， 持续开放空调。 公交车驾
驶员在车内值守 ， 确保车辆安
全。

炎炎夏日， 环卫工人、 建筑
工人、 外卖员等户外劳动者， 尤
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但现
实中， 这个群体往往缺乏固定的
纳凉点。 在户外工作热得受不了
的时候， 他们只好在树荫下、 墙
角处躲避烈日， 短暂休息。 针对
这种状况， 泰州市总工会结合公
交车中午乘客率不高、 一些车辆
处于闲置状态的情况， 主动与客
运集团协商， “公交公司出车，
工会出物资”， “爱心避暑纳凉

车” 应运而生。
“爱心避暑纳凉车”， 很好

地解决了户外劳动者的纳凉问
题 ， 充分体现了工会的主动作
为。 希望工会组织持续关注纳凉

车的运行情况， 灵活调整纳凉车
数量， 优化纳凉车投放点位， 及
时更新车上防暑降温物品， 为更
多的户外劳动者提供贴心的 “清
凉服务”。 □余清明

李雪：在一些美食家口中评
价一道菜优劣与否的重要标准之
一就是 “有锅气”。 这种说不清
道不明的感觉， 如今在一些消费
者间有了新定义———“菜肴 现
做 ”， 也就是餐厅不用预制菜 。
但是媒体在探访中发现， 很多餐
厅对自己使用预制菜一事不愿对
消费者表明， 尤其是一些客单价
高的餐厅。 菜品是不是现场做、
是否足够新鲜， 消费者享有知情
权。 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堂食预制
菜现象应当给予重视。

“急救地摊”
让科普更接地气

别让老年人
被“养生直播”忽悠

优化技术工人薪酬分配体系需要多管齐下

堂食预制菜
不能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避暑纳凉车”关爱户外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