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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成立 907 个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
为职工追讨工资或挽回经济损失 1278 万元

义乌市总工会
晒出去年“成绩单”
记者 王志坚
昨天，义乌市总工会晒出去年工作
“成绩单”。今年，义乌市总工会工作将
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围
绕义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着力深化
工会改革，维护职工权益，强化基层基
础，提升服务实效。

去年，义乌市总工会通过“网上工
会”建设，积极构建“互联网+”工会服
务体系。建立了义乌市工会及会员信
息数据库，推广发行电子工会会员证，
推出了一元观影、健身优惠等特惠服
务。投入 20 余万元升级“义乌工会”
微信公众号，提供在线入会、法律咨
询、维权保障、医疗互助、创业培训等
多项服务。

推进网上
“职工之家”
建设，
服务电
话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及时受理职工
群众的咨询和诉求，
发放网上福利12万
余元。
为 构 建 和 谐 劳 动 关 系 ，成 立 了
907 个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去
年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参与处理劳
动争议案件 763 起，为职工追讨工资
或挽回经济损失 1278 万元。

【成绩单】

职工活动中心已开工建设
职工众创空间已投入试运行
义乌市职工活动中心是去年义乌市“十
大民生实事”之一，总建筑面积 15019
平方米，由义乌市总工会全额投资建
造，该项目已于去年 10 月开工建设，实
现了当年确定项目当年开工建设的目
标。
义乌市职工众创空间工程，利用原
义乌市人力资源市场改造，集职工创业
创新、文体活动等功能为一体，建筑面
积 6805 平方米，目前改造装修工程已
竣工，并已确定运营机构，今年 1 月 1 日
已投入试运行。

为职工追讨工资或挽回
经济损失 1278 万元

开展免费健康检查和“两癌”筛查
去年，义乌市总工会累计救助困
难职工 433 人次，发放救助金 126.83
万元。同时，不断深化“职工心灵港湾
室”建设，去年新建“心灵港湾工作室”
22 家，在企事业单位开展心理咨询、

讲座、沙龙 61 场次，受益职工 4500 余
人；新建“妈咪暖心小屋”20 家；为 172
家非公企业的 29478 名职工开展免费
健康体检，为 44 家单位的 10152 名女
职工开展了
“两癌”
筛查。

【新目标】

着力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职工幸福指数
义乌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刘
金土表示，新的一年，义乌市总工会将
继续深化工会社会化维权工作，落实
职工民主协商、工会维权巡回受理、基
层工会主席仲裁旁听等品牌工作，健
全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和制度，强
化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检查，切实维护
好职工的合法权益。同时，进一步加

大工会法律援助力度，加大劳动保护
监督力度，为广大职工提供一站式、多
元化的帮扶服务，全面提升职工的幸
福指数和获得感。

义东高速
正式通车
昨 天 零 时 ，S45 义 乌 至
东阳高速（原疏港高速）公
路正式并网通车，义乌迎来
绕城高速大交通时代。据
介绍，本次开通收费站为义
东高速湖门、苏溪、廿三里
收费站，福田收费站则暂缓
开通。
开通当天零时 06 分，义
东高速苏溪收费站迎来第
一辆车，工作人员为其送上
精心准备的鲜花，感谢他对
义东高速的关注和支持。
记者 王旭航
通讯员 吕冰 文/摄

我市昨起可以接种四价 HPV 疫苗
新报讯（记者 余菡）记者从市疾控
中心获悉，四价 HPV 疫苗已在我市上市
并于昨天开始接种。据相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该疫苗由省疾控中心统一配送
到我市，再由市疾控中心配送至各县市
区接种点，所以各地具体的接种时间要
视疫苗到达时间而定。
另外，第一批上市疫苗数量有限，
大家可提前电话咨询、预约。
各县市区接种点信息如下：
金华市区接种点（昨起接种）：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防治所门诊部，
地址位于明月街 458 号；预约咨询电话：
82339041。

义乌接种点（昨起接种）：城西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约与接种时间为
周一至周五全天，周六上午半天，联系
电话：85875017；稠城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预约与接种时间为周一至周六全
天，联系电话：
89985686。
永康接种点（昨起接种）：地址位于
永康市妇幼保健院或东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磐安接种点（昨起接种）：县城接种
点为县中医院接种门诊，其他区域可前
往属地乡镇卫生院预约接种。
浦江接种点（预计 3 月起接种）:地
址位于浦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

拨打电话 84106171 提前预约。
武义接种点（预计 2 月起接种）：熟
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楼成人接
种门诊，位于江山新村江山横路 49 号，
咨询电话：89090140，接种时间为每周
六全天。
兰溪接种点（预计 2 月起接种）：请
先到属地乡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接种门诊预约，医生会按照预约
顺序通知接种。
据悉，东阳市四价 HPV 疫苗开打时
间待定，请关注东阳市卫计局和东阳市
疾控中心的通知。

读浙中·新报眼 02
金东区保险理赔
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新报讯（记者 余菡）1 月 9 日，金东
区交通事故快速处理保险理赔服务中心
正式成立，以后金东区内绝大部分车辆
事故处理和理赔工作都将在这里完成。
以前，车主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拨打
报警电话，
民警对事故进行情况认定后，
双方车主还要前往事故中队进行签字确
认并领取事故认定书。现在，出警人员
赶到现场后，
对事故责任进行划分，
双方
车主确认无误后，当场就可以通过手机
上的 12123APP 平台，在线电子签名确
认，并拿到一张快处快撤引导卡。车主
可以从卡片上获取交通事故处理流程、
所需材料。双方约好时间共同前往服务
中心，
就能将事故处理完毕。
该服务中心位于市区二环北路与
赤松路交叉口赤松路 588 号（大昌机动
车施救分公司旁），有交警值班处理交
通事故，多家保险公司驻点为车主提供
理赔服务。民警将优化勤务制度，实现
8:00~20:30 全时段值班，
全年无休。
车主在服务中心领到事故认定书
后，可以直接与驻点的保险公司进行沟
通和理赔，真正做到定责、定损、理赔一
站式服务。目前，包括太平洋保险、平
安保险和人保保险在内的 20 余家保险
公司已入驻。
针对调解难度较高的事故，即使当
时已进行事故认定，如果还有不清楚的
地方，也会有民警进行解读和说明，最
大限度地保障事故双方车主的权益。

义乌市再生资源
综合体示范项目
框架协议在苏溪签署
新报讯（记者 夏斌婷）昨天，记者
从义乌苏溪镇政府获悉，该镇和浙江
智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1 月 6 日正
式签署义乌市再生资源综合体示范项
目框架协议，意在进一步规范再生资
源回收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供需平衡
运行。

义乌后宅街道
召开消防事故现场会
新报讯（见习记者 孙丹玲）1 月 10
日下午 5 时许，义乌后宅街道新华村内
一栋普通民房发生火灾，后宅消防中队
接警后迅速抵达现场救灾，避免造成严
重事故灾害。
1 月 11 日上午，后宅街道党工委迅
速组织街道下辖各个村居负责人共计
150 余人在新华村火灾事故现场召开现
场会，要求各村社干部吸取事故教训，
切实落实农村企业、出租房消防安全和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
参会人员实地参观火灾现场，消防
支队工作人员通报了火灾情况，详细分
析了本次火灾事故的特点，要求各村居
负责人迅速在辖区内对老旧房、危旧房
开展消防隐患摸排、自查和整改。会
上，还对火灾中见义勇为的赵丰林进行
了表彰。

武义成立旗袍协会
新 报 讯（通 讯 员 李 增 炜 邵 晓 雅
记者 夏斌婷）1 月 6 日，武义县旗袍协
会举行启动仪式，舞台上各类旗袍竞相
展示，
给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据悉，接下来，该协会将组织旗袍
文化交流、传统礼仪学习、旗袍秀比赛
及各类公益活动，并积极同国内外民间
组织进行交流与合作。目前该协会已
有会员 300 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