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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原市开发区万福社区职工服务

站于2014年正式开展工作，服务站以

服务职工为主线，以夯实辖区工会组

织为基础，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积

极为职工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万福社区职工服务站开展“蓝色

送岗位”“红色送温暖”“绿色送清洁”

“橙色送文艺”“紫色送心愿”“五彩志

愿”全方位服务。在“蓝色送岗位”活

动中，全方位多渠道为下岗职工安置就

业，发布用工信息积极安置就业。哈萨

尔社区位于前郭县商业中心位置，商业

网点572户，流动人口比较多。依托区

位优势，收集用工信息，并在第一时间

送到失业职工手中，为他们提供准确的

用工信息。开展创业培训带动就业。

2018年，哈萨尔社区下岗职工总数236

人，在上级劳动就业部门的支持下，组

织社区党组织及工会先后组织具备创

业条件、有创业能力和创业愿望的职工

参加免费创业培训，每个月都组织职工

岗前培训、再就业培训，扶持他们尽快

实现自主创业。其间，开展“一对一”安

置就业。针对辖区内年龄偏大、身体多

病、就业困难的下岗职工，社区党组织

和工会服务站采取了一帮一、一对一的

安置工作。

在“紫色送心愿”活动中，服务站为

职工开展免费理发、义卖宣传等活动项

目，下岗职工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得到

了百姓的认可和喜爱。

万福社区职工服务站还开展特色

服务，为辖区内职工开展“职工服务大

讲堂”，邀请松原市市委党校姜坤等10

余位教授作为常驻教师，为辖区内职

工与职工家属定期进行各方面的知识

讲座。讲座内容包括技能培训、创业

就业，法律法规，理财规划、家庭教育、

健康知识、消防知识、交通安全知识讲

座等。另有国学讲座、心理学讲座等

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辖区职工与

职工家属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到职

工大讲堂，听讲座，学知识。

做好事 办实事 解难事
——松原市开发区万福社区职工服务站小记

本报记者 聂芳芳 通讯员 栾伟强

走进双岗鹿场职工服务站，独立的

办公大厅宽敞明亮，电脑、打印机、服务

电话、接待职工用椅等一应俱全。双岗

鹿场职工服务站成立于2017年 9月，开

设困难帮扶、权益维护、创业就业服务窗

口，开展培训课堂、职工书屋等特色服务

项目。

服务站对于困难职工给予及时帮扶救

助，向县总工会申请帮扶资金，如有特殊情

况（比如火灾、职工意外死亡等）向场部提

出资金申请，自职工服务站成立以来企业

救助的资金发放额度已达到23450元。

服务站还为职工提供有关法律法规

政策咨询服务，以及与县司法局达成长期

法律援助意向，有不了解的相关法律法规

向司法局指定律师咨询，必要时可以寻求

帮助。

服务站依托县总工会和人社局等

机构对职工提出求职要求的，免费为其

提供就业咨询、中介服务。鼓励创业者

带头致富，为有需要者提供贴息小额贷

款服务，近两年先后涌现出多名自主创

业典型。

除了在经济上、法律上、就业上等方

面帮扶职工，服务站还组织职工开展各类

文体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服务站2017年9月建立了职工书屋，

同年11月通榆县总工会又给予了大力支

持，为职工书屋拨款1万元，购置了一台笔

记本电脑及部分书籍，到目前为止职工书

屋共有藏书500余册，职工对书屋很是青

睐，文学类和种养殖类的书籍传阅量很大。

服务站根据职工实际需求，多次邀请

农业专家以集中培训的方式为广大职工进

行科技种田等方面的培训，受到职工的高

度认可。

多方位满足职工实际需求
本报记者 聂芳芳 通讯员 栾伟强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赵极）为进一步增加ABS产

品应用领域，提升行业综合竞争力，中国石油以炼化业务转

型升级为契机，将在吉林石化新建一套40万吨/年 ABS装

置。目前该项目已经列入中国石油《炼化业务高质量发展

规划》。

吉林石化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ABS成套技术，现有3

套ABS装置，总产能60万吨/年。近几年来，该公司以中国

石油ABS技术中心为依托，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以用户满意为标准，大力开展产销研一体化攻关，

ABS产品质量升级、技术进步、污染减排、销售渠道拓展和服

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ABS产业走出了一条老企业积极应对

市场变化、主动迎接竞争挑战、全力满足用户要求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据了解，该项目将于2022年建成投产，届时吉林

石化吉林基地的ABS总产能将达到百万吨/年。

吉林石化吉林基地
ABS总产能将达百万吨

本报讯（实习生程佳雯 孔德旭 通讯员曹然）为履行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义务，把关爱政策送到建筑工地，日前，中国建

筑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第65场在

中建八局东北公司长春远大项目工地举行。

活动中，东北公司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志愿者现场进行

了《亲情沟通专题》《政策法规和家庭监护专题》和《儿童安全自

护专题》的授课。活动期间，东北公司为农民工留守儿童发放

了学习用品。全员观看了东北公司员工制作的亲子安全微电

影《我的星爸》。现场还表彰了长春远大项目开展劳动竞赛以

来产生的6个优胜班组和6名优秀个人。此次活动后，公司将

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大力度，建立关爱留守儿童的长效帮扶机

制，把关爱活动做长做实。

关爱留守儿童宣讲走进长春

本报讯（记者杨悦 通讯员董博）近年

来，通榆县把加强机关党建与脱贫攻坚工作

深度融合，不断强化县直机关党员干部脱贫

攻坚的责任担当，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通榆县直机关各党组织坚决扛起脱贫

攻坚这个重大政治责任，坚持以脱贫攻坚

统揽单位各项工作，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

找位置、勇担当、勤作为。几年来，选派1

万多名机关党员干部深入到脱贫攻坚一

线，与贫困户结对帮扶，100多个机关单位

与贫困村结对帮扶，各机关单位按照要求

向贫困村派驻了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今年5月，1万多名机关干部深入到所

包保的贫困户开展了“吃万家饭”活动。6

至7月，开展了“衣旧情深、捐衣助贫”活动，

县直机关党员干部共捐赠衣物8000多件，

发放给16个乡镇缺衣的贫困家庭，其余衣

物捐给全县21个爱心超市，供贫困户凭积

分挑选。县直机关党工委组织开展了“捐书

献爱心、扶智助脱贫”活动，捐献了10136本

图书，帮助7个村解决了图书短缺问题。

为压实责任，通榆县对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的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考核，并与评先选优挂钩。脱贫攻坚

工作与机关党建先进单位评比挂钩：制订

评比方案，年终考核结果为较差等次的单

位，不得评选为党建先进单位，对单位主要

负责人进行约谈；年终考核结果为优秀等

次的单位，评选为党建先进单位，并选树典

范，大力宣传。与个人年度考核挂钩：考核

结果为较差单位的扶贫工作队员不得评为

党建先进个人，取消年度优秀公务员评选

资格；帮扶责任人考核结果评为优秀等次，

反馈到各派出单位，对优秀帮扶责任人给

予激励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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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丹 刘庭庭 实习生程佳雯）日前，2019中

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在上海汽车会展中心隆重举行。2019

年度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颁奖典礼同时举行，中国一汽

一举斩获7个奖项。

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是国内汽车工业最高荣誉奖，

素有“中国车界诺贝尔奖”之称，是经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

准的中国汽车行业内唯一且对汽车工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力

的科技评奖，也是业内公认的最能代表中国汽车科技发展水

平的奖项。其中，《解放中型高机动性越野车辆平台自主研制

及产业化》《中国一汽乘用车国五、国六动力总成及电控系统

自主创新与产业化》《卡车纵梁柔性制造系统开发及产业化应

用》《商用车驾驶室及座椅悬置系统正向开发关键技术研究及

产业化应用》《柴油机高压共轨系统材料及工艺应用技术研

究》等分获科学技术奖一、二、三等奖，周时莹、侯杭生分别获

得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奖和优秀归国科技人才奖。

据悉，本年度科学技术奖励共60项，中国一汽获得5项大

奖，充分显示了过硬的科技研发实力。在人才奖方面，本年度

共有5人获奖，中国一汽周时莹、侯杭生榜上有名，彰显了一

汽在行业领军人物中人才辈出。

“中国车界诺贝尔奖”揭晓

中国一汽斩获7项大奖

本报讯（金伟）日前，位于市区近郊的吉林市26中学500

千瓦硅晶散热器供暖设备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吉林市城郊供

电公司今年完成的第155户电取暖改造项目。

年初以来，吉林市城郊供电公司把推广电取暖作为推进

农村电气化主要着力点。他们经常深入到工业园区和乡镇企

业宣传电取暖在提高生活品质和环保方面的好处，使电取暖

广受青睐。截至目前，该公司辖区内今年新增电取暖设备合

计功率为3277千瓦，一个采暖期内用电量可达315万度，折合

标准煤2046万吨，环保效果显著。

吉林市城郊推广电取暖

11月11日零点，你是不是正拿着手机，紧张地等待享

受清空购物车的快感呢?一年一度的“双11”如期而至，它

不仅仅是电商的节日，也是网民的购物盛典。走过11个年

头，这个“双11”有啥不一样，我们消费方式又发生了什么

样的变化呢?

“双11”买了啥

羽绒服、裤子、手机、面部护理套装、靴
子成为省内热销品类

1分36秒，100亿；1小时03分59秒，1000亿；24小时，

2684亿！每一年的天猫“双11”都是消费者与品牌商家共

同创造新纪录的时刻，这不仅仅是场购物狂欢，更是消费

升级的展示场、品牌增长的主引擎。今年“双11”的新纪录

见证着新消费浪潮的汹涌澎湃，预示着社会化大协同更高

边界的无尽可能。

这个“双11”，吉林人贡献了多少?

“我早在10月末就选好了心仪的商品，就等着‘双11’

当天凑单购买呢。”长春网民李爽如实说，她感觉，近几年

来，“双11”不仅是自己的购物盛宴，还会问身边朋友买了

啥，好像“双11”已经成为了一种仪式。

数据显示，今年天猫“双11”全天成交额达2684亿元再

创新消费纪录。具体到我省来看，截至11日下午6时，长

春、吉林和延边州分列省内购买力最强城市前三位，而购

买力最强的区县花落长春市南关区。

从数据分析，羽绒服、裤子、手机、面部护理套装和靴

子成为了省内热销品类TOP5，而华为Mate30、科沃斯扫地

机器人和iPhone11Pro则问鼎最受消费者欢迎单品的三

甲。

除了常规的羽绒服、厚外套外，加热暖脚垫、手提式暖

风机、电热保暖鞋等“过冬神器”也倍受吉林人青睐。

与此同时，对忙于网上购物的女性而言，在深夜点一

份外卖补充战力，成为不少长春女性的共同选择，这也使

得长春市11日0时至上午6时来自女性的外卖订单较去年

同期增长了近5成，粥、包子和烧烤成为最受欢迎的单品。

您为直播贡献了多少

超50%的商家都通过直播获得新增长点

如果说有啥不一样，有心的网友肯定会发现，今年“双

11”，各大品牌电商都开通了直播间，网友们可以跟着主播

买买买了。

“我想给5岁儿子在网店买一款羽绒服，但又担心上身

效果，无意间，看到官方店铺开了直播间，全方位地展示了商

品，我很开心。”长春刘女士说，“双11”期间，她花了很长时间

看直播，这种方式很直观，更有体验感，可以安心购买。

今年天猫“双11”，淘宝直播的爆发成为品牌最大增长

点。开场仅1小时03分，直播引导的成交就超过去年“双

11”全天；8小时55分，淘宝直播引导成交已破100亿元。

超过50%的商家都通过直播获得销售额的增长。

淘宝直播已经进入到“全民直播”的新阶段，在美妆、

服饰、食品、家电、汽车等行业，直播已成为品牌、商家的标

配。像沃尔沃等10多个汽车品牌都赶在天猫“双11”开启

了淘宝直播，上千家汽车4S店涌入，2000多金牌导购都转

型成为淘宝主播。同时，全球近百个品牌的总裁走进直播

间、1.5万名村播在田间地头开播。家装和消费电子两个

行业，直播引导的成交同比增长均超过400%。

转战长春市场，本地主播也早早就开始备战“双11”

了。

11月5日，记者走进长春寰亚机构，近600平方米的样

品间，主播可以在这里选商品。“这是我们的样品库，商品

经过公司、经纪人和主播多层甄选，而且我们每周都会给

主播做产品和电商的培训。”寰亚机构负责人李健介绍说。

直播以创新的展现方式，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新消费力

量。通过淘宝主播的专业介绍和展示，消费者能更直观地

了解商品，实现所见即所得的购物体验，人们的消费行为

也在快速改变。

您的包裹收到了吗

自动化超5000公里让包裹坐上“高铁”

每年的“双11”，除了成交额，物流单数也成为了焦

点。菜鸟数据发布：2019天猫“双11”物流订单12.92亿

元。这个庞大的数据背后，物流是如何支撑的呢?

菜鸟网络早在10月22日便宣布，各大快递公司已经

完成全网自动化设备的联调，整装待发迎战物流高峰。据

透露，“双11”前，中国快递业已累计建成超过5000公里的

自动化流水线，将全部投入此次旺季高峰，以保障物流效

率，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同时，为了高效应对“双11”，“四通一达”等快递公司

对自动化流水线不断创新。百世快递自主研发的风暴自

动分拣系统，融合了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智能终端、图像

处理等多种技术，实现了全智能分拣。韵达率先引入了交

叉带自动分拣系统，全程仅需扫码一次，大大提高了分拣

效率。申通的“小黄人”分拣机器人、圆通的“小蓝人”分拣

机器人，用更便捷的部署方式来推动行业自动化。中通在

全国各地将单层自动分拣线升级为双层自动分拣线，单位

面积效率持续攀升。正是在这些强大的体系保障下，越来

越多的城市实现包裹“当日达”。

智能化大提速的同时，天猫“双11”物流也进入绿色时

间。在淘宝，用户可搜索“绿色双11”，成为“双11绿色合伙

人”后，即可在全国4万个菜鸟驿站、3.5万个快递网点参与

快递包装物分类回收，让快递更环保。

11月11日，曾经的“光棍节”现在已经成为全民购物大

狂欢。淘宝直播、包裹“当日达”、语音购物……从买什么

到体验什么，“双11”成交额不仅仅是数字，更体现了新消

费的磅礴动力，体现了数字时代的新消费正在为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双双双双11111111””””背后的消费之变背后的消费之变背后的消费之变背后的消费之变
本报记者 聂芳芳 实习生 孙宇轩

中通快递上海分拨中心正在快速处理天猫“双11”包裹

长春主播备战“双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