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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市总工会——
—

创新工作模式，
赋能乡村振兴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屈楠

耿莉

今年以来，平度市总工会认真贯彻
落实
《青岛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大突
破、十大行动”方案（2020年—2022年）》
相关要求，充分发挥工会组织职能优势，
大力开展工会助农行动。
在深入调研和综
合分析的基础上，
适应平度农业产业发展
以可操作、
可参与、
可融合的方
规律特点，
式参与到乡村振兴工作中来，
以“组织赋
能、
产业赋能、
技术赋能、
人才赋能、
品牌赋
能、
销售赋能”
等六项赋能乡村振兴为主
体，
以
“产业工会联合会”
为平台，
打造
“产
业工会联合会+专业合作社工会委员会+
工匠学院+工会赋能中心+农产品加工企
业实训基地+农业产业园实训基地+农产
品品牌运营平台+农业劳务平台+工会赋
能乡村振兴市场开发中心”
九位一体乡村
振兴模式，
助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集镇建立樱桃西红柿行业工会委员会2
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平度市樱桃西红
柿产业工会联合会，覆盖涉农企业和农
业产业园36个，涵盖农业产业工人5000
余人。
建会后跟进推动阵地建设，职工书
屋、爱心妈妈小屋、爱心托管驿站、工匠
学院实训基地等工会服务阵地逐步入驻
农村产业园区，让农业产业链充分融合
彰显工会元素。

凝聚工友创业联盟力量助力
乡村振兴
2020年9月平度市工友创业联盟成
立，吸纳的38家成员单位中涉农企业有
13家，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今年正在
申报审核的102家联盟新成员单位中，
涉农企业占近四分之一。

成立工匠学院，赋能乡村振兴

把工会建在农业产业链上
对蓼兰镇、
明村镇、崔家集镇等樱桃
西红柿种植较为集中的农业合作社先行
组织建会。
目前，
蓼兰镇许家村成立了许
家社区工会联合会，入会会员100余人。
明村镇建立了樱桃西红柿产业联合基层
工会，覆盖企业和合作社30余家。崔家

2020年，平度市总工会牵头，多个
部门参与成立了平度工匠学院。平度市
农广校、青岛道乐果蔬专业合作社、青岛
沙北头蔬菜专业合作社等8家首批“农
民工培训基地”挂牌运营。
平度工匠学院
结合八大实训基地，开设农业产业工人
赋能班，将培训服务下沉到农业产业链、

技能培训拓宽移民致富路
平度市水利水产局举办
“全市水利移民干部及致富带头人集中培训班”

工友创业园和企业车间，共培训农业产
业工人4000余人次。
在青岛市总工会的指导下，联合青
岛农业大学、平度技师学院以及平度农
技专家，成立共102人的专家人才库，对
田间管理、
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育种施肥、
产品包装、品牌运营、电商销售、物流仓
储等诸多环节开设专业培训，为涉农企
业和产业工人提供技能文化培训。
依托工匠学院、实训基地组织开展
“职工大讲堂”
“职工大讲堂”
。
每周一讲，
目前共举办主题讲座26次，受到企业和
职工的好评。

加强品牌培育，提升产业发展
水平
为有效解决农产品同质化严重、标
准不统一等问题，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
益，平度市总工会借助农业产业基层工
会、
工友创业联盟，整合本地特色农产品
资源，选择凯天池农业发展股份公司注
册
“好品山东·平度农品”，
统一进行商标
设计注册、产品贴牌包装、品牌宣传推
广、售后服务保障，畅通购销渠道，打造
打响平度高端农产品品牌。
目前已成功打造“青岛年猪-味觉
公社”
“萝卜的尖叫”
“芹健康”等亮点品
、
牌，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多管齐下，助农惠工
为帮助企业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
充分激发农业产业活力，平度市总工会
积极探索创新，采取线上线下多种模式
进行助农销售。
利用“齐鲁工惠”APP线上展示厅，
配备物流仓储，实现会员订购、
组织订购、
农商订购的一条龙服务。
目前进行了马家
沟芹菜、
旧店苹果、
众地坚果等多期网上带
货、
爱心助农活动。
同时借助
“淘宝、
抖音、
快
手”
等APP线上小店，
先后组织直播带货150
余场次，
销售樱桃西红柿、
苹果、
西瓜、
梨、
桃、
蓝莓、
葡萄等农产品金额90余万元，销
售花生油、面粉、坚果等其他各类农产品
金额80余万元。
发挥工会阵地优势，推动城市直营
店建设发展。首家直营店与“工惠e家”
助企惠工站有机结合，设在市总工会工
人文化宫一楼临街大厅。选择工友创业
园、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等生产的
优质特色农产品，店内“齐鲁工惠”APP
扫码享会员优惠价。今年5月，在得知工
友创业联盟单位青岛道乐果蔬专业合作
社库存的10多万斤苹果滞销，市总联合
市融媒体中心大力宣传发动，与工友创
业联盟其他单位、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电
商团队等共同发力，短短7天时间，惠销
苹果9万多斤，为企业解决销售难题。

珍爱生命，预防煤烟中毒

校车上
的 流 动 课
堂 ——— 预 防
煤烟中毒 。

技能培
训活动现场 。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张亚萍

郭巧玲

11月16日至17日，平度市水利水
产局积极争取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在我
市举办
“全市水利移民干部及致富带头
人集中培训班”。有关镇（街）水利工作
负责人、移民村干部、移民致富带头人
共计140余人分两个会场参加培训。
邀请青岛农业大学王
此次培训班，
旭磊教授、王永章教授、熊伟教授等专
家为学员授课，授课专家结合我市移民
生产实际，
详细讲解当前果品生产过程
中的常见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深入阐
释乡村振兴战略、农产品概念及打造途

径、
提升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水平等理论
内容。
本次培训班内容丰富，针对性、理
论性和实践性较强。学员们纷纷表示，
通过专题培训，掌握了最新的农业生产
技术，有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
题，
进一步增强了致富本领。
下一步，
市水利水产局将紧紧围绕
市委“1133”工作体系，紧密结合“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充分利用
移民后期扶持政策，
进一步提升库区移
民的安全感、满足感和幸福感，为全面
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水利支撑。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李贞

邬明洋

近日，交运平度温馨校车开展了
“珍爱生命 预防煤烟中毒”安全主题
车厢教育活动。
活动中，
照管员通过播放视频及图
片展示的方式让乘车学生了解什么是
煤烟中毒，让乘车学生充分认识煤烟中
毒对人体造成的危害。随后，照管员强
立
调了发生煤烟中毒时应采取的措施：
即打开门窗，把煤烟中毒的人移到通风
良好、空气新鲜的地方；如果患者已经
发生昏迷要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尽
快送医治疗。活动的最后，照管员就如

何预防煤烟中毒与学生进行了讨论，并
要求乘车学生做一次“预防煤烟中毒的
宣传员”，将今天所学的知识告诉自己
的父母及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大限度减
少煤烟中毒事件的发生。
“我们校车运行的区域大部分是在
农村。进入冬季，农村烧煤取暖进入高
峰阶段，家家户户门窗封闭又很严，如
防范不到位易导致煤烟中毒情况，对人
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照管员孙荣荣
说，
“ 每年冬季，校车都会开展此类活
动，希望将安全知识带进千家万户，增
强乘车学生及家长们的安全防范意识，
掌握煤烟中毒的应对措施，为孩子们健
康成长筑起一道安全防护墙。”

平度城市公交党支部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尹英超

邬明洋

11月23日上午，平度城市公交党支
部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党支部书记、
总经理禚正
民主持会议，
党支部全体党员、
入党积极
分子参加会议。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禚正民领学了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详细解读了
全会内容，全面阐释了全会的历史地位
和重大意义。
他强调，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
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他希望，平
度城市公交全体员工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理论学习的重中之
重，与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结

遗失声明

合起来，做到先学一步、
学深一步，
并将理
论联系实际，
学深学透、
入脑入心；
要统筹好
网上网下、
内宣外宣，
全方位、
多层次做好全
会精神的宣传；
要充分发挥好宣传思想工
作的示范引领作用，凝聚起建设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城市公交的强大精神力量。
通过学习，平度城市公交全体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一致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做到知行
合一、学以致用。下一步，平度城市公交
党支部将不断拓展学习渠道、丰富学习
内容和形式，全面系统学习领会全会的
精神内涵和核心要义，切实将全会精神
贯彻到履职尽责的方方面面，推动城市
公交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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