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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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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上饶在行动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 信州区西市街道党建办

主任黄欣然时刻牢记党员身份，自觉履行党员义务。 在推

进西市街道城市党建工作中， 她全身心投入全市首个经

济商圈党组织———万达商圈党支部建设中， 通过修订完

善以社区党组织为引领、商圈党支部为核心的“ 四方联席

议事”制度，撬动市管、税务和辖区部门单位的党组织力

量，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1+4+N

”城市商圈党建运作

模式，更填补了我市党组织在商圈领域的空白。

西市街道位于我市中心城区， 老党员、 流动党员较

多， 如何做好这些党员管理工作是个难题。 黄欣然接手

党建工作以来， 便积极探索新思路和新办法， 大力破解

基层党员教育集中难、 党建业务过程监管难等难题， 创

造性地开展基层党建工作， 通过“ 红色网格、 楼栋党建

服务点、 五管党员” 等多种方式发挥党员先锋作用， 实

实在在为群众提供服务、 解决难题， 赢得了当地党员与

群众的一致好评。

黄欣然不仅优质高效完成了西市街道城市党建 、

“ 党课主播” 服务队、 “ 党建”

+

网格化管理等本职工

作， 还承担了街道党工委在

2018

年全市城市基层党建

现场会、

2018

年全省网格化社会治理现场会、

2020

年

全省党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场会的示范点打造和解说

任务， 更协助接待省内外学习考察队伍

100

余批。 其中，

她参与打造的西市街道“ 党建”

+

网格化管理工作———“ 西

市格格”品牌受到省委领导的高度肯定。

2018

年

12

月，黄欣然以西市街道党员网格化管理为

蓝本，分享《 全科网格，激活“ 红色细胞”》工作案例，荣获

了全省首届党务技能大赛党员管理项目一等奖；

2020

年

8

月，她以西市街道“ 党建

+

幸福小区”工作为蓝本，分享

《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绘制小区“ 幸福底色”》工作案例，荣

获了全省“ 争创第一等党务工作”技能大赛三等奖；同年，

荣获“ 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9

年被评为“ 全

市优秀共产党员”。

助人为乐、拾金不昧……这样的事迹每天都

在上饶公交车厢发生着。 今年以来，上饶公交集

团共涌现好人好事

604

件，平均每天就有

2.5

件

好人好事发生在公交车上，十米公交车厢劲吹文

明之风。

郑万伟拾金不昧

8

月

20

日上午

10

时许，张晶女士带着儿子

从上饶市城区医院看病返回铅山，乘坐

306

路公

交车时不慎遗失一只手提袋， 内有现金六千余

元，以及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等物品。 司机郑

万伟在终点站清理车厢时发现了手提袋，就将它

上交到公司。

吃完午餐，张女士才发现手提袋丢了，赶忙

来到公交公司询问。“ 我以为包肯定是找不着了，

真没想到还能找回，太感谢郑师傅了！”取回失而

复得的手提袋后，张女士给司机郑万伟送来了锦

旗以表感谢。

颜洲送回走失老人

5

月

25

日下午

4

时， 广丰路口的信州区心

连心老年公寓走失了一个老人，敬老院的工作人

员把老人的照片发到网上，请求大家协助寻找失

踪老人。

下午

6

时许，

5

路公交车司机颜洲在行驶途

中， 看到路边有一名老人与网上的失踪老人很

像。 他立即停车上前询问，老人茫然地说：“ 我找

不到回家的路了。 ”担心老人再次迷路会发生意

外，颜洲将其搀扶上车，安顿好。他将老人的照片

发到工作群中，请他们联系确认此事。 心连心老

年公寓的工作人员得知消息后表示，这位正是他

们丢失的老人。 到站后，颜师傅亲自将老人护送

回老年公寓。 第二天，心连心老年公寓的工作人

员特地送来锦旗， 感谢颜洲师傅助人为乐的善

行。

许太胜帮自燃三轮车灭火

4

月

22

日，从桥亭发往鹅湖文苑方向的

302

路公交，在行至

双井村时，驾驶员许太胜发现路边一辆农用三轮车发生自燃，火苗

上窜约两米高。 他临危不乱，立即靠边安全停车。 许太胜不顾自身

危险，提起车上的灭火器就往前冲，由于火势太大，直到两瓶灭火

剂用完，才终于将火扑灭。随后，他悄悄离开现场。车上的乘客纷纷

向许师傅竖起大拇指，为许师傅的英勇行为点赞。许太胜却说：“ 这

是我应该做的！我们在公司接受过消防安全训练，遇到这种紧急情

况，肯定要伸出援手。 ”

……

据悉，

2021

年

1

月

-8

月，上饶公交集团涌现好人好事

604

件，

收到市民感谢信

366

封，锦旗

27

面。仅

8

月份，公交司机就捡拾手

机并归还失主

30

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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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讯 “ 小区不单干净

整洁，管理有序，还能给大家免

费理发。 ”日前，家住婺源县紫

阳镇茶苑社区的李大爷高兴地

说。像往常一样，该小区养老服

务中心不定期组织理发师志愿

者上门服务，为小区里的老人、

小孩进行公益理发， 受到居民

连连称赞。

近年来， 为进一步提升住

宅小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

度， 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婺源实施“ 党建

+

幸福小

区”工程，着力提高基层党组织

的号召力、凝聚力与向心力，紫

阳镇以茶苑社区盛世名城北区

为试点开展“ 党建

+

幸福小区”

工作， 发挥基层党建在小区管

理中的引领作用， 不断提升小

区服务水平，建设幸福小区。

“ 通过征求小区居民意见，

大家表示，首先要搞好物业，最

好还要有一些特色服务活动。”

茶苑社区顺应居民期盼， 在搞

好小区物业的基础上， 社区党

委发布志愿服务公告， 吸引了

理发师志愿者的到来。

“ 原本觉得来一趟就好了，

看到大家那么开心， 就想多来

几趟。 ”韩师傅笑着说，每次上

门服务， 居民们早早就来到小

区养老服务中心排队等候，让

他觉得开展志愿服务很有获得

感， 以后将把关爱行动常态化

开展下去。

公益理发过程中， 理发师

们认真听取老人、 小孩对发型

的要求，因人而异，确保满意。

他们以精湛娴熟的手艺和热情

周到的服务， 赢得了小区居民

的一致称赞。 看到理发后的居

民们一个个精神焕发、 笑容洋

溢，理发师们也乐在心头、喜上

眉头。短短一个多小时，仅韩师

傅一人就为小区

10

余名老人、

小孩完成了“ 美发”。

据了解，茶苑社区自

2018

年起实施“ 公益理发”行动，对

于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还可预

约，组织志愿者免费入户理发，

营造了和谐友爱的“ 幸福小区”

浓厚氛围。 （ 吕富来 王思晨）

近年来，快递员、网约货车司机、网约车驾驶员、外

卖送餐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 如何切

实保障这部分群体的正当权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不久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8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从健全制度入

手， 为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突出问题

提供了有效方案。

《意见》的内容，直指从业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权益问题。 除了明确平台企业应当合理承担维护

劳动者权益的相应责任外，更在公平就业、劳动报酬、

休息、劳动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作出一系列规定。 比

如，针对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要求推动行业明确劳动

定员定额标准； 明确企业不得制定损害劳动者安全健

康的考核指标， 企业制定修订直接涉及劳动者权益的

制度规则和平台算法， 要充分听取工会和劳动者代表

意见建议； 针对外卖小哥等群体遭遇意外事故保障不

到位的问题， 组织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

障试点……这些政策规定给灵活就业人员带来更可靠

的保障、实打实的红利，也为相关企业开展经营活动划

出“硬杠杠”。

以制度创新推动源头治理， 从顶层设计作出硬性

规定， 意味着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迈

入了制度化、规范化阶段。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平台的

用工形式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就业方式相对灵活，

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难以与企业直接确认劳动关

系，导致其权益保障面临新情况新问题。 这背后，既有

制度规范跟不上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的现

实，也有平台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不明确、地位

不完全对等带来的问题。此前，有关部门已经多次通过

约谈负责人、开展专项整治、强化监督等方式压实平台

责任，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此次

出台的《意见》则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在补齐制度短

板上出实招， 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保护

更加全面、更加系统，也更加有力。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

动保障权益， 事关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事关公平正

义、 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数据显示， 全国目前共有

236

家网约车平台企业， 取得许可的网约车驾驶员超

过

351

万人， 外卖送餐员规模也不断扩大， 达到

770

万人的规模……新就业形态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

“蓄水池”。 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 为满

足群众多样化需求作出了积极贡献， 也是推动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 千方百计维护好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 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职业环境， 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 才能不断增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增强职

业吸引力。

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是一个系

统工程， 需要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从 《意见》 提

出的要求来看， 无论是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 还是建立适合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 抑或是加快城

市综合服务网点建设，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工

作生活便利， 都需要凝聚多个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

合力， 拿出具体方案推动政策落实落细落地。 对相

关企业来说 ， 必须依法依规开展经营 、 用工活动 ，

及时调整优化不符合要求的做法。 唯有切实履行保

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相应责任， 平台企业才

能将发展壮大建立在合法合规、 健康有序的基础上，

从而推动平台经济行稳致远。

（ 桂从路）

“ 这里的无花果个大果香，我

儿子特别喜欢吃， 我就带他来能

体验采摘乐趣。 ”日前，在广信区

田墩镇荷家村无花果种植基地，

游客杨莹瑛开心地说。

每年的

7

月下旬到

10

月下

旬是无花果的最佳采摘时间， 在

广信区田墩镇荷家村无花果种植

大棚 ， 一股清香的甜味扑鼻而

来， 一个个或翠绿或紫红的无花

果挂满枝头， 挤挤挨挨， 煞是诱

人。

果园的“ 主人”是

90

后小伙

李剑， 西北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

面打拼， 闲暇时他也经常种些绿

植， 每次听到父母说到家乡的变

化， 李剑渐渐萌生了回家创业的

念头。

2016

年，当得知重点扶持

建设扶贫产业基地时， 李剑坚定

了返乡创业的决心。回乡初始，李

剑的创业思路并不清晰， 经过多

番考察， 他发现无花果在赣东北

属于稀罕物， 是夏季老少皆宜的

水果佳品，且具有药用价值，有很

好的发展前景。就这样，他开始了

无花果种植。

凭借在外打拼赚到的

20

万

元，及与亲戚朋友借来的

10

余万

元，李剑承包了

60

亩荒田种植无

花果。 第一年，无花果长势喜人，

但李剑却遇到了销路难题， 无花

果熟透了不宜久存， 如果没有及

时卖出去，就会烂在地里。得知李

剑的困难后， 田墩镇政府着手策

划了“ 采摘节”“ 品尝会”等各种活

动， 吸引了一大批周边县市的游

客商家， 帮助李剑成功销售无花

果

5000

公斤，收入

10

万元。

尝到了成功的甜头， 加上政

府扶贫项目资金的扶持， 现在无

花果的种植规模已达到

200

亩，

另外还增加了樱桃、枇杷、李子等

果品， 一年下来收入有近

30

万

元，还带动周边脱困户

20

余人一

年增收

3000

元。

（ 余佑明 龚菁）

无花果成“致富果”

日前， 万年县石镇镇玉溪社区的志愿者们和社区干部

一道深入到居民庭院进行防疫宣传， 开展体温检测和流动

人员摸排等工作，为确保一方平安作出努力。 赵德稳 摄

志愿服务

9

月

2

日， 在鄱阳

县城东湖， 施工人员正

在紧张地进行水环境综

合治理作业。 连日来 ，

施工单位进一步压实责

任， 对环东湖影响水质

的沟塘实施清理 、 净

化， 推动水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

蒋冬生 摄

将 心 比 心 终 端 检 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