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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 ，长沙市总工会正以 “工会
实事工程 ”为依托 ，深化工会工作改
革 ，优化工作内容 ，增加工会工作的
有效 “供给”， 全力以赴建设好学习
型、创新型、服务型的职工之家，满足
不同行业职工会员的需求，增强工会
组织的凝聚力， 积极促进劳动创造、
科技创新、职工创业、工作创优。

建设学习型工会，推动工会实现
改革发展 。 增强工会工作的有效供
给， 必须做好精准服务这篇大文章。
工会干部要把职工的利益协调好、实
现好 、维护好 ，把职工的积极性保护
好、调动好，不仅要学业务知识，还必
须广泛学习政治 、经济 、科技和法律
等各个方面的知识，通过学习克服本
领恐慌 ，战胜能力危机 。长沙市各级
工会大胆尝试联合高校、干校等举办
工会干部研修班 、培训班 ，积极推动
工会知识进党校。并建立健全调查研
究的工作机制，大力促进工会“智库”
建设， 围绕城镇困难职工生存状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企业职工生产
生活情况等重点课题开展调研，充分
掌握新时期工会工作的第一手资料。

建设创新型工会，丰富工会工作
时代内涵 。推动精准服务 ，必须从创
新入手，创新体制机制、方法方式、途
径路径，并由此建立全覆盖、便捷化、
高效率的服务标准与服务体系，从而
实现工会工作功能、价值的有效回归

与提升。 一是要推动工会组建革新，
在组织覆盖上进入新主体。探索加强
党工共建机制，并推进组建和管理的
“扁平化”，进一步完善对农民工会员
的“动态管理模式”；二是要推动工作
对象更新 ， 在会员服务上拓展新群
体。突出做好农民工、劳务派遣工、新
生代职工等新职工群体的入会工作，
努力实现 “哪里有职工 ，哪里就有工
会”； 三是要加强职工帮扶服务站点
建设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推动 “网格
化管理”，以形成上下联动的“工会一
公里服务圈”。

建设服务型工会，发挥工会组织
枢纽作用。所谓精准服务，既包含“优
质”服务，也包含“合适”服务。而创新
供给，就是要让服务更对路、更合味、
更切题。面对新形势、新常态，工会应
杜绝 “自我设计 、自我封闭 、自我运
作 ”的 “供给 ”方式 ，探索 “自下而上 ，
以需定供”的互动式、菜单式服务，推
动服务供给与职工需求无缝对接。如
对市区500名特困职工的精准帮扶 ，
就是联合工会、社工 、义工对特困职
工进行贴近服务 、贴心关爱 、贴身帮
扶。长沙工会将组织广大职工积极投
身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热潮 ，年内
打造长沙职工“十行百星 ”，创建100
个职工 (劳模 )创新工作室、100个“工
人先锋号”， 示范引领全市职工进一
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

防伪标识为何沦落到要“防伪”
杨玉龙

防伪标识本是鉴别商品真伪的“试金石”，如今
却难保自身真实性。“新华视点”记者日前调查发现，
今年以来，湖南、江苏、安徽、广东等地查获多起通过
假冒防伪标识制售假货案件，涉案金额动辄逾亿元。

设置防伪标识，初衷是防范、打击假冒商品，是构建
公众消费信心的基础保障，“看看产品是否有防伪标识”
正在成为广大消费者购物时的“标配”动作。但日益猖獗
的防伪标识作假也令人防不胜防，甚至令人触目惊心：各
类假冒名牌防伪标识随便印制、“论斤买卖”；烟酒、化妆
品等高利润商品是假冒防伪标识的重灾区， 一些不法商
家甚至申请了400、800验证电话；有些印上“中国防伪协
会监制”字样，建立起配合防伪标识查询的网络系统……

本是防堵假冒伪劣的技术手段， 如今却沦落到
自身要打假的地步，产生乱象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
现有 《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 并不具备法律强制
性；另一方面是部门配合乏力，存在“龙多不治水、治
不好水”的问题。

怎样才能终结防伪标识造假乱象？ 在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基础上，不妨借鉴“他山之石”。防伪标识属于构
建社会诚信体系， 维护正常市场交易秩序时的特种技
术产品，国际上普遍由政府严格监管，通行的做法是从
源头上对防伪标识生产企业进行“闭环监管”———有些
国家防伪技术企业仅寥寥数家， 且都由政府监管并派
遣驻厂代表实行全流程监管，全方位监控产品流向。

对生产企业实施“闭环监管”的同时，加强防伪标
识市场监管同样重要。只有落实、协调好质检、工商、公
安等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才能有效减少监管盲区；严
厉打击各类违规制作、 销售防伪标识的人和企业。如
此，防伪标签不“防伪”怪象才可有能得到根本治理。

新声

如果将工会组织看作
“供给侧”， 职工一方则是
“需求侧”。评价工会组织凝
聚力、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
标准，就是职工对工会组织
“供给” 的满意程度。 提升
“供给” 质量， 须扩大有效
“供给”，讲求工会工作的平
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郑耀频 通讯员 摄

扩大有效“供给”
做职工满意工会

近日，一份“倡议书”的翻拍照片在山东德
州市从事卷烟行业人的微信朋友圈中流传。照
片内容显示为当地烟草局(公司)提出：结婚、生
子、升学、祝寿等喜庆活动是日常生活中卷烟
消费的重要领域，倡议全体干部职工带头拉升
喜庆活动用烟档次、 带头增加喜庆用烟数量，
挖掘潜在消费群体。

如此倡议，目的不外乎一个“利”字。其背
景是随着我国控烟越来越严格，烟草行业的社
会压力、销售压力都在加大。

但这一倡议实在是与时代趋势相悖， 可谓

晕头晕脑的歪招：与公共场所“禁烟令”相悖。倡
议喜庆用烟“提质增量”，是对我国履行控烟公约
要求的公然挑战；与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带头禁
烟的规定相悖。领导干部有做道德示范和行为表
率的社会义务， 理应在禁烟方面发挥模范作用；
与中央和地方的“限宴令”相悖。“限宴令”只允许
“婚丧嫁娶”设宴，严禁党员干部违规设宴。

炮制这一歪招的相关部门，有必要看清时
势，好好学习党纪国法、中央八项规定，以纠正
如此奇葩任性之举。

文/若素 图/王铎

为深改路上的标杆叫好
吴杨毅

4月26日，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公
布了我省首批31个生态文明改革创新案例， 并向
全省推广。这31个改革创新案例，包括“长沙市节
约集约用地机制创新与节地模式” 等10个示范类
案例 、“省林业厅建立健全全省林权交易服务体
系”等21个突破类案例。

作为我省第一批改革专项案例评选的胜出者，这
31个案例目标一致、内容丰富、方法各异，摸索出破解
资源环境问题的模式、机制、法规、标准，如同31个标
杆、示范，让湖南的深化改革之路变得更为生动敞亮。

将这31个改革创新案例作为范本予以迅速推
广，体现了湖南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求真务实、
雷厉风行这一鲜明的时代特色， 有助于我们进一

步廓清深化改革中几大基本问题的认识。
第一，深化改革如何谋划？自全面深化改革的

号角吹响以来，全国各地镜照自身、努力探索，但
改革进度与所获成绩差异较大。 少数地方方向不
明、思路不清，自然就会“慢半拍”、“迟一会”，具体
实践中难以实现突破、取得成效。我省31个生态文
明改革创新案例从无到有，充分说明谋划改革、改
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不破不立。
深化改革，必须直面问题，拿出创新、创立之举。

第二，深化改革如何推进？纵观那些取得斐然
成就的改革范式，大多有着从设“点”突破及时提
升到由“点”向“面”快速推行的共同路径。我省深
化改革遵循的正是这一科学路径：针对各地、各领
域实际问题首先开展试点改革，从中寻找规律、总
结经验、打造样本；试点一旦成熟，即广泛推行直

到全省整体推进。 比如这次推广31个改革创新案
例，必将激发、引领更多市州和部门在应对资源环
境问题中加强体系协同、加快攻坚克难，从而刷新
生态文明建设的“湖南速度”。

第三，改革灵活度如何把握？深化改革，不能
简单地理解为就是由上至下交办一堆任务、 压责
一批难题，相反，要给予各地改革有一定灵活度，
让各地大胆闯、大胆试。像上述先行先试的创新案
例，项目自定，方法自选，紧密结合各地实际，充分
发挥改革者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前瞻性，不仅
成效显著，造就多项全省乃至全国“首创”，也因从
实践中来、接地气，更便于复制、推广。

我们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标杆引领、参照，湖
南的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之路会越走越宽、越
走越美。

新闻漫画

“倡议喜庆用烟”是一记歪招

长沙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 郑耀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