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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题”
群团改革答好
阳
在云阳县群益广场尧 两江广场和党群服
务中心袁野工会爱心驿站冶显得格外醒目遥 这里
配备了饮水机尧微波炉尧应急药箱等人性化设
施袁解决了户外劳动者遮风避雨尧休息尧饮水尧
充电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袁 让职工切身感受到
了野家冶的温馨遥
野为职工做实事尧办好事尧解难事袁让职工
切身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袁做到耶有
事找工会爷深入人心袁使工会真正成为职工的
耶娘家人爷耶主心骨爷袁 是我们工会工作的不懈
追求遥 冶云阳县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袁全县
各级工会组织始终坚持民生导向袁 主动服务
职工袁切实帮助职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遥

“艳阳天”
扶贫帮困，
托起一片
时间回到 2017 年 10 月中旬袁云阳县总工
会在重庆五一技师学院云阳分校举办了困难
职工和农民工技能培训班袁100 名困难职工和
农民工接受了免费烹饪技能培训遥
据了解袁此次培训分为二个班次袁通过理
论学习加技能培训袁加实际操作指导的方式袁
内容包括创业知识尧家常菜品开发尧家常菜营
养卫生知识尧家常菜的制作尧家宴设计尧营销
策略尧服务礼仪尧消防安全和烹饪操作安全知
识等遥 培训班特邀餐饮协会的专业老师用简
洁尧易懂的语言与学员们进行面对面尧互
动式教学袁力争让每位参训学员
学有所成遥 培训结束后袁经
考试合格学员袁 颁发
人力资源社保局
发布的专项

总 工 会
能力证书袁达到培训一人尧取证一人遥
野我们通过组织举办技能培训袁引导困难
职工渊农民工冤转变就业观念袁提高他们的就
业能力尧创业能力和带动能力袁切实帮助困难
职工渊农民工冤脱贫致富遥 冶云阳县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袁2017 年他们共组织有劳动能力
的下岗职工和困难职工开展烹饪等创业就业
培训 3 期袁覆盖职工 500 余人遥
为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职工
群众袁 云阳县总工会着力构建服务职工工作
体系袁始终强调扶贫尧扶技尧扶学袁在为职工提
供野春尧夏尧秋尧冬冶立体化尧全方位帮扶服务中
野显真情冶遥
2017 年以来袁 在 野六节送温暖冶野四季帮
扶冶野牵手行动冶 活动中袁 累计帮扶困难职工
渊农民工冤5000 余人次袁 帮扶资金达 78 万余
元曰在金秋助学活动中袁对 80 余名贫困学生
进行了资助袁资助金额达 35 万元曰全面完成
全国工会帮扶工作管理系统升级工作袁 清理

倾情帮扶更走心
脱困职工 1530 户袁 建档困难职工从去年的
2630 户降到 1100 户遥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袁 云阳县总工会坚持
用行动助力脱贫攻坚遥 他们精准扶贫云阳县
个深度贫困村之一的南溪镇吉仙村袁
县总
19
工会机关在编在岗的 10 名干部每人分别结
对帮扶贫困户 4 至 7 户袁对全村未野越线冶的
64 户贫困户开展全面走访袁 每个法定假日都
深入联系贫困户家中袁 为贫困户送去慰问金
和慰问品袁各类帮扶资金累计达 6 万余元遥

维权保障，撑起一把“保护伞”
野如果没有工会的积极援助袁李发权一家
现在的日子真的不敢想象遥 除了感激袁我们实
在不知道说什么好遥 冶2017 年 7 月 14 日袁云阳
县高阳镇四新村农民工李发权的亲属袁 将一
面野助弱势之力袁解民工之忧冶锦旗送到云阳
县总工会袁真诚向县总工会领导和职工法
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感激遥
据了解袁2015 年 11 月 27

法律援助解民忧
赠送锦旗表心意

日袁李发权在务工时被料斗意外砸伤袁不幸左
腿高位截肢遥 李发权是聋哑残障人袁长期只能
靠体力劳动挣钱袁艰难供养家里 2 名大学生尧
1 名中学生读书遥 他的意外受伤如雪上加霜袁
让一家人一筹莫展遥 就在此时袁有人告知李发
权可以通过工会进行法律维权遥
云阳县总工会接到法律援助申请后袁立
即指派法援中心律师承办此案遥援助律师几经
奔波袁多方搜集证据袁最终以受援人李发权获
得合理的工伤保险待遇划上了圆满的句号遥
野切实维护好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袁
是工会组织应尽之责遥 冶云阳县总
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他们
着力强化职工权益维
护袁为职工群众
排 忧 解

难袁伸张正义袁化解矛盾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遥
通过在该县各级工会组织中持续推动职
工互助保障工作袁已有 303 家企事业单位的 3
万名职工参与到互助保障中来遥 大力推进野惠
工卡冶开卡工作袁已办理发放惠工卡 5000 余
张遥 在野千名律师进企业服务职工在基层冶工
作中袁志愿律师为 70 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了
法律咨询尧法律宣传袁接受职工咨询 1000 余
人次遥 2017 年参与工伤鉴定达 500 余人
次袁劳动仲裁 20 余次袁参与安全
事故评定 20 余次袁 职工信
访接待 50 余次遥
渊刘 颖冤

野哇 袁
好暖和的
帽子啊! 谢谢叔叔
阿姨浴 冶近日袁云阳县团
委携手壹基金尧腾讯公益和云
阳青年志愿者协会走进龙角镇永富
村校遥 志愿者将一个个充满爱心的 野温暖
包冶发放到孩子们手中袁并鼓励孩子们要好好学
习遥 当孩子们穿上崭新的衣服尧鞋袜袁手捧可爱的玩具袁
脸上露出了暖暖的笑容遥
这袁只是云阳团县委积极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一道剪影遥
青少年志愿服务工作一直是共青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近年来袁特
别是开展群团改革工作以来袁云阳团县委以城乡社区市民学校尧青年之家尧群团
服务站为载体袁积极开展主题鲜明尧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袁大力营造奉献尧友爱尧互
助尧进步的社会氛围遥

优化平台壮大队伍
开展青少年志愿服务袁需要坚实的平台和队伍支撑遥 为夯实志愿服务工作基础袁
云阳团县委着力做实做新平台载体袁做大做强志愿者队伍遥
2017 年袁云阳团县委持续深化青年之家窑城乡社区市民学校建设袁由乡镇街道
团组织重点打造一所示范带动袁机关企事业单位团组织尧市县级青年文明号尧青年
先锋岗尧青春倡廉示范岗等青字号集体按区域分布结对共建袁着力把青年之家窑城
乡社区市民学校打造为基层团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有效平台遥 并运用新媒体尧新
手段袁通过微信群尧微信公众号尧微博尧新浪微公益尧腾讯乐捐等建立志原服务需
求平台袁发布信息袁对接服务遥 2017 年上半年袁通过微公益平台发起的野土坯房里
的困境留守儿童冶项目袁筹集爱心款 7 万元袁用于支持 50 名困难留守儿童学习生
活遥
为做大做强志愿者队伍袁云阳团县委坚持以青年志愿者协会为纽带袁敞开怀
抱广泛吸纳社会各界尧各级各类关爱活动团队加入袁基本形成学生志愿者尧社会
志愿者尧 西部计划志愿者三位一体的青年志愿者队伍袁 目前有注册青年志愿者
148126 人袁 较为固定且有代表性的志愿服务团队有院 红叶行动大学生志愿服务
队尧青禾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尧西部计划野研究生支教团冶服务队尧野山茶花冶青年志
愿者突击队尧世川青少年社会服务中心尧蒲公英社会工作发展协会等优秀团队遥
野我们还积极开展耶常春藤爷网上斗争青年突击队尧耶山城雪豹爷抢险救灾青年
突击队尧耶山茶花爷扶贫攻坚青年突击队的培训工作袁建立培训尧考评机制袁充分发
挥志愿者在网上斗争尧抢险救灾尧扶贫攻坚中的作用遥冶云阳团县委领导如是表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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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服务创新活动

野贴心嫂子冶开展双学双比菊花采摘评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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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促农”催生产业之花
在今天的云阳县袁野妇女能顶半边天冶 不是美好的
构想袁而是现实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遥 尤其在推动农村
产业发展之路上袁当地广大农村留守妇女以野巾帼不让
须眉冶之志袁积极投身于创业创新大潮袁因地制宜积极
发展种植尧养殖等特色产业袁催生出一朵朵艳丽炫目的
野产业之花冶遥
野近五年来袁我们充分发挥农村留守妇女在农村产
业发展上的生力军作用袁通过实施耶巾帼促农爷行动袁带
动更多的留守妇女在发展产业大显身手的同时袁 也能
照顾好家庭遥 冶云阳县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袁县妇联充
分凝聚妇女力量袁积极搭建产业发展平台袁大力开展巾
帼精准脱贫行动袁切实发挥野贴心嫂子互助组冶品牌效
应遥
五年来袁 云阳县妇联积极争取全国妇女儿童基金
会野母亲创业循环项目冶野三峡库区妇女创业循环项目冶
野母亲水窖冶等各类农业项目资金 324 万元袁为农业种

植尧养殖和基础设施改善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遥 目前袁
全县已发展巾帼家庭农场 150 余家袁 并大力培育女大
户尧女能人尧妇字号企业合作社等农业基地向规模农场
发展袁其中袁陈海燕的上坝乡巾帼辣椒种植股份合作社
基地荣获野全国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冶称号袁云
阳县鑫焘菊花种植股份合作社理事长冉秀清被评为
野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冶遥
据了解袁巾帼辣椒种植股份合作社自成立以来袁带
动了 7000 多户农户种植辣椒 10000 亩尧产值 3000 余万
元袁其中贫困村 11 个尧贫困户 385 户 1347 人尧户均增收
3000 元以上遥 而鑫焘菊花种植股份合作社菊花总面积
达 3500 亩袁 实现年产干花 80 多吨尧 年产值 1000 多万
元袁辐射带动 2000 余名妇女种植菊花袁户均增收 5000
元以上遥
云阳县妇联还成功牵头举办首届野农行杯冶巾帼家
庭农场电视大赛袁 有效提升了巾帼家庭农场产品的知

云阳团县委着力做细做深服务活动袁以野3窑5冶学雷锋日尧野五窑四冶青年节尧野5窑
17冶全国助残日尧野六窑一冶国际儿童节尧重阳等重要节点为契机袁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主题活动曰坚持以空巢老人尧留守儿童尧困难农民工子女尧残疾青少年等群体为服
务重点袁开展多层次的关爱帮扶活动遥
2017 年袁云阳团县委积极实施野青创汇冶项目袁联合芸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展青年志愿者助力扶贫
攻坚培训会袁搭建青年扶贫志愿者参与贫困户农产品销售的平台遥 同时袁积极实施野志青春冶项目袁创新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遥
活动以野项目申报尧示范引领尧全面带动冶的模式袁增强基层团组织活力遥 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袁申报的
乡镇街道根据市民学校活动开展情况和效果袁奖励 5000 元袁推出一批示范点尧建设一批示范项目遥
以野整合资源尧延伸触手尧购买服务冶的模式袁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遥 依托世川社工开展野跳蚤
市场冶野气象科普冶野防灾减灾冶野旧物情深冶等市民学校活动 70 余场次遥 依托红叶大学生志愿服务
队尧青禾大学生志愿服务队等自组织开展野青春志愿行冶野暖冬行动冶野文明旅游冶野七彩假期冶
等品牌志愿服务活动遥
以野网上发布尧社会动员尧组织参与冶的模式袁青年志愿者活跃在野保护母
亲河冶野三峡梯城幸福云阳冶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尧野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云
阳站冶野5窑18 国际博物馆日暨公安机关追缴文物移交仪式冶等大型活动
中遥 推广使用暖青汇 APP袁并推荐潘姚伶尧熊菊花获评野中国青年
志愿者优秀个人冶袁推荐肖紫阳荣获 2017 年中国青年志愿服
务春运暖冬行动优秀志愿者遥
在今天的云阳大地袁青少年志愿服务已
成为一道充满活力与希望的靓丽风景线袁成
为奉献爱心尧温暖社会尧彰显情怀尧传递
正能量的鲜活因子袁正用丰富多彩
的活动讲述着动人和精彩遥
名度与美誉度袁
渊胡光祥冤
为农场的融资尧产供销
搭建了平台遥 通过整合各种
资源开展牛羊尧生猪尧水果尧蔬菜等
各类种植养殖互助组培 训 10 场 次 袁让
500 余名农村留守妇女受益遥
同时袁充分发挥野母亲创业循环金冶项目芸山农
业基地尧鑫焘菊花种植基地尧龙角镇蒋朋英养殖基地吸
纳留守妇女就近务工的积极作用袁 带动贫困妇女脱贫
致富遥 并切实利用好基层妇联组织推进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袁引导贫困妇女树立野文明卫生尧优生优育尧理性消
费尧邻里和谐尧崇尚科学尧尽孝尽责尧自力更生尧勤劳致
富冶等八个方面的理念袁提振贫困妇女精气神遥
此外袁组建贴心嫂子互助组 4882 个袁引领组织留
守妇女互助组开展野学文化尧学技术尧比成绩尧比贡献冶
技能竞赛 500 余场次袁覆盖留守妇女 3 万人次袁并广泛

实施互
助组关爱帮
扶尧心理疏导尧救助
救治三大类关爱服务项
目袁指导设立首个留守妇女互
助基金要要
要巴阳镇永利村互助组基
金袁使留守妇女互助真正落到实处遥
渊古 箫 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