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市妇联走进女性创业基地! 魏作洪 摄
创客们在嘉壹度青年创新工场内交流

!

"

特别报道 2015年11月20日 星期五
要闻一部主办 编辑：唐秋冰

温 暖
———我市群团工作创新发展纪事

提起亿畅工作坊，在织毛衣行当
中算得上小有名气。

每天下午，亿畅工作坊都集聚着
一帮喜爱手工编织的姐妹，她们希望
通过自己的劳动提升自己、养活自
己，并带动更多人一起富足。记者在
亿畅工作坊看到，一件件款式各异的
手工时装毛衣陈列在展示架上，格外
抢眼。

创办人周文华说：“精美的手工毛
衣，对款式设计和编织的要求相当高，
只有创造性地把款式设计和编织技术
完美融合在一起，才能织出精品。”
2003年从轻工机械厂下岗后，年近
50岁的周文华便选择了自主创
业———织毛衣。从1个人到组建一支
以下岗女工、残疾人为主的女性编织
队，她花了整整5年时间。于是，她与
区妇联联手，将各基层巧手姐妹组织
起来，免费培训编织技术，实行统一打
样、统一毛线、统一规格、统一销售的
“四统一”机制，打造了天宁手工编织
产业集群。在这里，今年已有150多
人接受免费培训并出师“上岗”了。

今年7月，亿畅工作坊入驻市妇
联建立的常州市女性社会组织服务基
地，她的“妇女再就业”项目也入选市
妇联公益创投项目，得到常州大学专
业团队的孵化培育。每周3天，周文
华都要在基地学习、交流和专业培训，

并进行定期的“一对一”项目督导。
周文华深有感触地说：“原来只想着
把手艺传授给身边的姐妹，让她们
靠自己来养活自己，也叫‘互益’吧。
现在，知道要把‘公益’当做事业来
做，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组织的使
命，帮助了别人，更成长了自己。”

据了解，近年来，女性社会组织
总量增加、领域拓展，对妇联的社会
组织管理工作提出了新挑战。市妇
联大力推进“玉兰芬芳·助梦飞扬”
女性社会组织培育行动，今年还在
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专辟 680平

方米打造了女性社会组织服务基地，
通过引进常州大学社会工作系专业力
量，打造孵化各类女性社会组织、培育
公益服务项目、创新社会治理的公共
服务平台，特聘香港社工督导梁嫣红、
公益大咖徐本亮等到基地开展辅导培
训。目前，该基地已进驻了27家女性
社会组织。

市妇联主席周广菊说：“我们给女
性社会组织提供服务，是希望她们能
成为凝聚妇女、服务妇女、参与社会发
展的新生力量，让更多的女性在做公
益的同时，发挥自身的创新、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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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上午，常州兰翔机械总厂
高级工程师李世新拿着市总工会专程送
来的 5000元工会会员免费专享保障
金，激动地说：“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关
心，我一定好好养病，早日康复。”

今年58岁的李世新，身体一直很硬
朗。自1987年随兰翔厂从江西迁来常
州，他早已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工作之
余，“晨跑、中午与工友们打球、晚上和同
住兰翔新村的同事聊天”是他每天的“必
修课”，再加上，家里有贤惠的老伴、孝顺
的女儿、女婿，一家人其乐融融。可天有
不测风云，7月25日，正在工作岗位上
的他突感不适，晕倒在办公室，后经120
急救，送至医院抢救，经过2天救护，苏
醒后的李世新觉得身体并无大碍，还急
着要上班，经兰翔厂工会多次劝导后，才
肯接受医院的检查。

8月9日，经市第一人民医院确诊，李
世新患有脑胶质瘤，需进行开颅肿瘤切除
手术。经过2个多月的医治，目前他的病情
已得到控制，前后已用去医疗费4万多元。
除医保等各类报销外，对照“工会会员免
费专享保障”条款，单位工会向市总工会
申请了享受补助。经审核，他如期拿到了
这笔保障金。李世新的老伴欣慰地说：“当
初拿到这工会服务卡时，只知道到超市、
五星电器买东西有折扣，觉得还挺实惠
的。现在，才真正感受到这张卡的重要，为
我们老百姓多添了一份保障。”兰翔厂工
会主席梁杨辉告诉记者，7月份为1100多
名员工办了工会服务卡，至今已有10个
人享受了会员专享保障。其中，住院慰问9
人，大病补助1人。“这份专享保障金，与医
疗费相比，数额虽不是很大，但体现了党
和政府对企业职工的一份关爱，是‘暖心’
之举。”

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市总工
会党组书记徐伟南介绍，市总至今已
发了 61万张工会服务卡，并提供会
员免费专享保障、职工日常消费补
贴、工会服务设施优惠、工会免费帮
扶服务等六大服务，但需要提醒的
是，持卡激活后，才可享受工会服务
卡的各项专享保障。目前，该工会服

务卡对 8类重大疾病或严重工伤，提
供一次性 5000元至 10000元现金补
助。这八类重大疾病分别是患肝癌、
胰腺癌、淋巴癌、急性心肌梗塞、冠状
动脉搭桥术、终末期肾病、重要器官
移植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良性脑肿
瘤开颅术，被保障人在保障期内首次
确诊并住院治疗的，可获 5000元保

障补助。而工亡、一级、二级工伤的，
可获 10000元保障补助；三级、四级
工伤的，可获 8000元保障补助；五
级、六级工伤的，可获 5000元保障补
助。一般住院费用超过 1000元的，可
获 200元慰问金。据初步统计，全市
至今已有 400多人享受了会员专享
保障补助，达 30多万元。

日前，一款手机APP“比由”在常州
各大校园人气暴涨。打开“比由”界面，
记者看到，有“跑腿”、“学习”、“问答”等
多个子栏目，包含送快递、考前辅导、就
业咨询等服务项目，大学生在校园的各
种需求，都可在这款APP上一键解决。
冯全说，“比由”是他和另外两位青年共
同开发的。他们搭建这个高校学生互助
平台，主要解决大学生“最后100米”的
需求。

90后的冯全，现在还是一名大学
生，他和同学合作做过3D打印、代购、外

卖等，虽然满是激情，但尝尽了创业的
艰辛。直到“嘉壹度”青年创新工场出
现后，他作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
决定：创办“比由”科技公司。如今，公
司已经由当初的3个人发展到现在的
22个人，他们的产品覆盖常州10所高
校和南京5所高校，前不久还获得了
近100万元的风投。

像冯全一样在嘉壹度创业的青
年还有一大批，有开发学前教育
APP、已在 Q版挂牌的王舒，有研发
“口袋空调”且市场前景广阔的颜岩，

有为贫困大学生提供 30000人次兼
职岗位的王辉……他们都不无感慨
地说：“嘉壹度眷顾着我们每个创业
团队，遇到的困难，都能及时获得解
决。”
“嘉壹度”就是他们创业的“圆梦

空间”。这个青年众创空间自去年 8
月投入运营以来，已吸引100多个青
年创业团队入驻，其倡导的“0℃+1℃
破冰启蒙”、“37℃+1℃破壳孵化”、
“99℃+1℃沸点加速”的青年创业服
务理念得到了李学勇省长的肯定。目
前，“嘉壹度”正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嘉壹度”创业咖啡开张，二期Tem-
plab加速器运营、“辛巴达”众筹平台
开通。
“嘉壹度”与科教城“大学生创新

创业园”、“新动力”、“青武创客”、“恒
创空间”等5家团属青年众创空间一
起，构成了共青团服务青年创新创业
的崭新平台。目前，这些众创空间在孵
青年创业项目600余个，凝聚创业青
年800多人，直接带动就业青年近万
人，一个集创新与创业、线上与线下、
孵化与投资为一体的青年创业生态圈
正在形成。

团市委书记潘文卿介绍，青年众
创空间只是常州共青团服务青年创业
链条上的一个重要齿轮，去年以来，常
州共青团建成“能力培养—孵化培
育—金融支持—跟踪服务”青年创业
链式服务体系，破解青年创业门槛高、
经验少、融资难等问题。特别是，针对
青年创业的最大痛点———融资难，共
青团快速迭代推出金融产品：首先推
出以低息为特色的青年创业贷款，随
后联合财政推出贴息政策，对10万以
下青年创业贷款享受基准利率贴息、
10-50万贷款享受贴半息政策，打造
青创贷款“升级版”；在了解到光凭贷
款还不能完全破解融资难题时，又开
发“江南恒生贷”“草根贷”“投贷通”等
金融产品；联合江南银行筹建“青年银
行”，开发无抵押无担保的“青年创业
卡”。目前已累计发放青年创业贷款
7.13亿元，且无一笔坏账。“青年创业
贷款，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创业者就
像大海里的小船，共青团就像海上的
风，她为我们加速启航，加快了我们的
成功。”创业青年王舒颇有诗意的话语
道出了1000余名获得青创贷款青年
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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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妇女专项疾病免费筛查$留守流动

儿童安全守护等实事项目"今年"全

市共完成
!(!&$)

名妇女的&两癌'

免费筛查!

争做智慧女性" 共建和美家

庭!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以寻找&最美家庭 '活动为抓

手"启动&智慧女性*和美家庭'项

目"通过健康$仁孝$勤廉$环保$书

香等五型特色家庭建设"常态化开

展&十佳母亲*十佳好儿女'评选$

常州女性沙龙$ 家庭文化节等
$#

多项家庭文化活动" 建立 &和美

林'$&爱心角'闲置物品互换站$家

庭图书室等家庭文化阵地" 带动

!#

余万家庭成员参与# 持续开展

&邻里守望*与爱同行'巾帼志愿服

务活动"

!(

万巾帼志愿者积极传

播向上向善道德力量!

杭芸 秋冰

新 闻 延 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