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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初，一场 PCB 电路板

行业职业技能定向定量竞赛在遂宁

经开区工联会的组织下顺利举办。

各参赛企业团队默契配合 ,完成了对

位、丝印、曝光、检验等全过程，不仅

增强了比赛的趣味，还让职工在赛事

中不断提升技能。

“作为全区职工的‘娘家人’，工会

要为全区职工搭建发展平台，聚集职

工合力，为建设全省现代产业发展示

范区和全国百强经济技术开发区而奋

斗。”经开区工联会副主席冉小萍说。

壮大职工队伍
为全区产业发展“添活力”

2018 年 11 月 19 日，在成都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室内，聚满了来自

遂宁经开区电子企业的职工，遂宁市

电子企业职工首期技能提升培训班

在这里正式开班。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经开区重点

支持发展产业，必须要有人才保障。”

冉小萍告诉记者，技能提升培训班是

在市总工会支持下举办的，分为两

期，为志超科技、蓝彩电子、英创力等

10 余家企业共计 60 余名在岗职工提

供了培训。

“培训内容涵盖电子系统设计、

装配、编程、调试等，采用理论知识与

实际操作相结合方式，让我们掌握起

来效果更好。”蓝彩电子职工刘彻春

感慨地说。

产业发展，人才是根基。

经开区工联会将壮大产业发展

人才作为重点工作之一，为经开区产

业发展增添活力。

2018 年，经开区工联会先后开展

了以企业职工为中心“当好主人翁、

建功新时代”的主题劳动和技能竞

赛、职工素质提升活动、劳模和工匠

人才创新工作室选送工作等形式，为

经开区人才培养不断努力。

2018 年，全区 417 家重点行业、重

点企业参与劳动竞赛；推选出遂州工

匠 10 人，晋级职工 2 个，首席职工 2
人；评选命名劳模创新工作室 1 个，

优秀 1 个……

一系列壮大人才队伍活动的开

展，一系列重点人才的涌现，为经开

区产业发展贡献了蓬勃的活力。企

业职工成为经开区全面建设全省现

代产业发展示范区和全国百强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人才支撑。

维护职工权益
当好全区职工的“娘家人”

2018 年 9 月，利普芯电子职工颜

色金的孩子顺利进入遂宁市玉龙初

级中学校小学部就读。这一问题的

解决，让长期担心孩子读书难的颜色

金松了一口气。

“要让企业职工安心工作就要为

他们做好后勤保障，当好职工的‘娘

家人’。”经开区工联会聚焦工作主

责，把维护企业职工权益，解决企业

职工难题作为重点。

经开区以“尊法守法、携手筑梦”

为契机，全年开展各种宣传 63 期、开

展各类讲座 16 期，建立劳动关系监测

点 10 个（10 个企业、3 个街道）、处理

劳动争议 63 起，涉及职工 287 人，金

额 192 万元；

经开区工联会通过企业调研，把

资金、项目向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倾

斜，将帮扶措施精准落实到户到人。

据 统 计 ，2018 年 专 项 帮 扶 资 金 共

204.78 万元，用于 2315 名困难职工帮

扶。经开区工联会还依法建立工会

组织，重点推进和懋电子、良择科技

等台资企业建会，持续推进农民工常

态化服务工作，建农民工驿站 15 个，

服务农民 6000 余次，为 2041 名农民

工购意外伤害保险；

经 开 区 工 联 会 坚 持 开 展“ 四 季

送”活动，及时拨付送清凉、金秋助学

和送温暖等资金，到企业一线慰问职

工、环卫工人 1000 余人次，资助困难

家庭子女入学。

强化自身建设
开启工联会发展“新篇章”

在市总工会和经开区党工委、管

委会支持下，经开区工联会创新运用

网格化工作，实现服务企业职工“零

距离”。

“网格工作围绕‘三个四、四个

一’有序开展，将原来的职工跑路变

为工联会上门服务。”据介绍，“三个

四、四个一”指的是：工作职责、组织

建设、会员情况、工作台账“四个清”

做实网格基础，落实好“发一张工会

服务明白卡、开展一次交流、送去一

声问候、建立一个互动平台”坚持“四

重点”。

网格化工作还突出政治引领、素

质提升、困难帮扶、矛盾化解与维稳。

为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经开区工

联会还从加强基层工会建设、提升干

部素质、抓好工会党的建设、抓好工

会作风建设等方面发力，全面保障自

身能担起责任、服务好企业职工，为

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有力支

撑。

跨入 2019 年，经开区工联会将进

一步抓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做

好职工维权服务，深化工会改革创

新，推动新时代工会展现新作为、建

功新时代，紧密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

推动经开区建设全省现代产业发展

示范区和全国百强经济技术开发区

而努力奋斗。

（全媒体记者 陈醒）

2018 年 12 月 28 日，经开区龙坪
新居 B 区门口聚满了人。原来，这里
即将进行抓阄选房。

现场制阄 保证公平

“请大家推荐 5 名监督员，现场进
行监督。”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等待抓
阄的居民迅速推举出 5 名代表上台，
与国正公证处工作人员一起对抓阄
球的制作进行监督。

为了保证公平公正，在优先保障

龙坪新居 A 区 1-5 号楼和 B 区 17、20

号楼因航空限高 8 楼以上未修建户抓

阄选房的基础上，按照协议签订时间
先后顺序进行抓阄选房。据统计，B
区房源共 300 套，登记抓阄共 195 户
居民，选定 205 套房屋。

经开区房征局副局长廖多平表
示：“抓阄的办法是经过龙坪街道办
事处、各社区商讨，在学习北片区成
功进行抓阄安置的基础上确定的。
这种办法规避了定向安置的缺点，居
民更能接受。”

优质房源 拎包入住

据了解，龙坪新居 B 区于 2016 年
9 月始建，占地 83.2 亩，总建筑面积
8.1 万 m2，住宅房屋 570 套，共计 5.3
万 m2，前期已定向安置 9 个单元 270
套房源，本次抓阄选房针对未定向

安置的 8 个单元共计 300 套房屋进行

抓阄。

为了方便居民泊车，小区地下建

筑面积 2.45 万平方米，地下机动车位

550 个，地面还建有多个棚区，方便非

机动车停靠。据介绍，为了方便居民

的日常生活，小区将建造便民市场，

预计占地 8 亩，共 3500 平方米，包括

摊位 300 个。后期还将在小区建造健

身设施，方便居民进行锻炼。

抽到一楼的张飞梁社区居民唐

映红开心地告诉记者：“我很满意，政

府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政策，给了我们

很多福利。”同样抽到一楼的定觉院

社区居民刘强也满心欢喜，希望能够

早日住进新房。

据悉，安置房内已经进行了基础

装修。抓阄结束后，利用三天时间在

龙坪街道办事处集中结算，1 月下旬

即可完成交房入住。

（全媒体记者 范晶 实习生 夏頔）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醒）1 月

2 日，2018 年度遂宁经开区党工委书

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召开，经开

区党工委书记李和平作述职报告并

接受评议。

李和平就 2018 年以来扎实抓好

全区党建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

形态工作作了全面报告：2018 年经开

区基层党组织不断夯实，基层队伍不

断壮大，基层活力不断激发。在基层

党建工作方面，2018 年度着重铸牢扣

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不断夯实党员

干部思想意识、推动党建质量提升；

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上，不断落实主

体责任、营造廉政清风的好氛围、落

实“三转”全面支持纪工委履职，党

风廉政建设取得了良好成绩；在意识

形态工作上，强化担当履职、突出理

论武装、坚持舆论导向、抓好文明建

设，全区意识形态工作落地落实。

述职结束后，李和平接受了现场

评议。经开区党工委班子成员、不是

党工委委员的管委会领导、市第七次

党代表会中的基层代表、基层党代表、

各乡镇（街道、工作办）党（工）委书记、

各委属部门党组织书记听取报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醒）嘉

禾街道办事处多措并举，以强化宣

传、强化注册、夯实基础三项措施，

全面推进辖区志愿服务工作。

嘉禾街道办事处在辖区营造“有

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的

良好氛围，截至目前，实现 12339 人

成功注册志愿者。嘉禾街道办事处

还建立健全志愿服务组织体系，为志

愿者行动持久健康发展提供组织保

障，依托志愿者服务点和服务队组织

培训和日常活动、积极对接其他单

位，在辖区共开展 178 次志愿服务活

动，不断扩大志愿服务效果和影响。

1 月 3 日，北固初级中学举办以

“ 让 读 书 成 为 习 惯 ，让 阅 读 伴 我 成

长”为主题的读书活动启动仪式暨教

师经典诵读大赛，倡议全校师生及家

长多读书，读好书。

据悉，读书活动内容丰富，包括

“图书漂流”“经典诵读竞赛”“读书笔

记、手抄报及读书征文评奖”等，还将

评选“书香班级”“书香家庭”“书香少

年”等。 全媒体记者 陈醒 摄

搭平台聚合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8年度经开区工联会工作综述

经开区龙坪新居B区 195户居民喜选安置房

2018年度遂宁经开区
党工委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召开

嘉禾街道办事处加强志愿服务工作

市民点赞
灯会唤起文化传承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

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

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在

《青玉案·元夕》中的几句描述，勾勒

出南宋年间都城临安（杭州）正月十

五的晚上，满城灯火璀璨，君臣百姓

尽情沉醉在佳节狂欢的氛围中的情

景。春节逛灯会正是中国的一项传

统民俗。

“一些传统文化在时间的流逝中

蒙尘，我们应该热爱祖国五千年的文

化，珍惜文化底蕴，作为年轻一代，我

们更应发扬传承。”刚刚参加工作不

久的石静认为：“这次的国际莲花灯

会让我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希望它

源远流长。”

对不少市民来说，灯会不仅仅是

一个民俗活动，更是“年”的味道。

一位名叫“柠檬心”的网友在“在

遂宁”公众号相关报道文章下留言：“现

在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好，但总感觉少了些

什么。今年，却特别期待过年。”

“人们对传统节日的过法越来越

重视！”家住河东新区的李志表示：

“这种传承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遂

宁观音文化的传承，更是家庭中长辈

对晚辈的家风传承和美好希冀，一家

人一起逛灯会，一起祈福。”

文化悦民
圣莲岛上赏灯过大年

猪年春节在圣莲岛内湖举办的

国际莲花灯会，不仅是“灯会界”的视

觉盛宴，也是文化创意与彩灯艺术的

完美结合。

对遂宁市民来说，在圣莲岛上观

花灯过年还是头一回。这几天，不少

市民都走上圣莲岛，想提前看一看灯
会筹备过程。

“我们渴望得到文化的洗礼，希
望 感 受 一 家 人 团 团 圆 圆 的 节 日 氛
围！”土生土长的石艳就是其中之一，
趁着周末，她和朋友来到圣莲岛，一
边晒太阳、散步，一边看已经提前放
置好的部分彩灯：“很漂亮，期待整体
效果。”

“之前为了看灯会老往外地跑，
这次就在圣莲岛举行，离家很近。”家
住大英的管艳对灯会也充满期待：

“到时候带一家老小去看，晚上看完
还能赶回家住，很方便。”

市民建议
多举办类似优质活动

进入腊月，春节的脚步近了，过

年的浓郁气氛弥漫在遂宁城乡。除

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对于强烈的文

化追求，已成为市民迎春必备的“精

神大餐”。

“我看到报道，这次灯会将通过

形态各异的灯组、独具特色的灯光，

全方位呈现一部涵盖遂宁民俗、观音

文化、莲文化、极富春节特色的绝美

‘光影秀’。”在市城区滨江北路经营

餐馆的陈聪告诉记者：“这样的活动

很有意义，希望每年过年都能在遂宁

看到这样盛大的灯会。”

“希望能多举办这种有意义的活

动。”步行街上，市民刘黎正牵着放学

的女儿：“我们将全家总动员，让小朋

友从小就了解传统文化。”

人潮拥挤，花灯辉煌，每组灯景

有不同的光彩，引人入胜，不同的灯

组相互辉映，又别有一番风采。那一

刻，年味将从灯里透出，年味是团圆，

年味是浓情。

（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

“这边有点不对称，要重新量一

下然后再画。”1 月 9 日下午，圣莲岛

2 号停车场临时搭起的工棚里，工

人师傅韩静正拿着图纸和尺子，一

边量长短一边吩咐身边的工人。韩

静是这次国际莲花灯会彩灯制作工

程队队长，他和工友地面上的这幅

图，是卓筒井灯组里的一个筒车。

为了尽量展现卓筒井原貌，韩静和

工人们必须做到一丝不苟，毕竟第

一道工序——美工是后面所有工序

的基础，影响着钳工、焊工、电工、

和裱糊等几道工序后的最终成果。

为了此次国际莲花灯会能够

闪耀圣莲岛的夜空，115 名来自自

贡的工人师傅们冒着严寒、挑灯夜

战，用灵巧的手和精湛的技艺，让

一幅幅设计图成为生动的实物彩

灯。虽然在新年将至之时，他们远

离家乡，远离亲人，但他们做出的

这些惟妙惟肖的彩灯，将在遂宁这

片土地上带给市民和游客朋友们新

春的喜悦和祝福。

“这些天大家每天都工作 10 个

小时，从早上 7 点到晚上 10 点，中

途只休息一会吃饭。”焊工鄢师傅

正站在一个观音莲台灯的架子上进

行焊接：“从上个月来遂宁开始到

今 天 ，大 家 吃 住 在 工 棚 边 的 集 装

箱，也没有休息一天，但大家心里

都有股子劲儿，不怕天寒不怕累，

要按质按量按期完成。”通过焊接，

一个个彩灯部件被连结起来，彩灯

“雏形”就成了。

旁边的一个小型停车场里，

负责电工、裱糊还有喷绘等几道工

序的工人们正在忙碌着。从上一个

场地抬过来的灯架就是在这里安上

灯泡，糊上彩布，变成活灵活现的

模样。

“裱糊要把布扯紧，不然彩灯不

好看。”一位裱糊工人一边扯着手

上的布条，一边告诉记者：“这个观

音彩灯比较大，要 3 个裱糊工人工

作一两天才能完成。”为了更快更

好地完成裱糊工作，工人们在离地

一两米多高的架子上一站就是大半

天。“想做到尽善尽美，让更多人感

受到彩灯的魅力。”工人师傅继续

着手里的活计，脸上绽开了笑容。

工人们一系列步骤完成后，充

满独特魅力的彩灯才能呈现在市民

和游客面前。他们加班加点、夜以

继日地努力赶着工期，为了这一片

“灯火阑珊处”的浪漫。

（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

市民热盼 2019中国遂宁·国际莲花灯会

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来到“家门口”
“听说遂宁今年要搞灯会，肯

定很热闹，到时候一定要去瞧瞧家
门口的灯会！”1 月 8 日一大早，市城
区遂州中路介福桥公交站，记者随
机询问等公交的市民们对莲花灯会
的了解。一位名叫宋明丘的大爷抢
先答道：“我和老伴要去，还要带孙
子去，一家人都去感受传统，欢欢
喜喜过年。”听了大爷的话，大伙都
笑了，纷纷表示届时将去圣莲岛一
睹国际莲花灯会的风采。

以彩灯讲述遂宁故事，以朵朵
莲花筑梦吉祥乐园，天遂人愿、遂
心康宁，欢欢喜喜在遂宁度过吉祥
年……遂宁将举办灯会的消息传
播开来，引起市民们的热盼，大家
都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形式，将喜闻
乐见的文化活动办到了“家门口”。

为了你
他们挑灯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