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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工宣 秋冰

本报讯 6月23日，我市快递
行业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成
立，市快递行业协会与快递行业
工会联合会正式签订快递行业集
体合同。这是我市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群体中成立的首个协调劳动
关系三方委员会，也是行业协会
与工会联合会签订的首份集体合
同。

记者了解到，《常州市快递行

业集体合同（草案）》从劳动用工
管理、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休息
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女性劳动者
特殊保护、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
者成长与职业技能培训等9个方
面都进行了明确规定。比如，劳
动报酬明确了全日制用工工资标
准，投递普通件每件不低于 0.7
元，快递员、操作员、驾驶员的月
收入不低于4000元，客服员的月
收入不低于3500元；非全日制用
工每小时不低于 22 元；病假工
资、疾病救济费不得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80%。关于工作时
间，企业对实行标准工时制度的
劳动者执行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40小时
的工时制度，并保证劳动者每周
至少休息1天。常州吉瑞物流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春江
说：“签订快递行业集体合同，既
能积极推动职工有序参与企业治
理，也能增强工资福利制度的引
导性和激励性，增强职工对企业
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好地保障
快递企业与职工的双方权益。”

我市快递行业签订首份集体合同

快递员最低工资、工时等有了明确规定

■刘毅 童华岗 文
图片由钟萱提供

本报讯“在政企见面会
上，得知我们企业面临海运集
装箱不仅价格高还一箱难求的
困难，大洋彼岸的客户甚至因
此退单时，钟楼区委、区政府当
即表示，会想办法为我们解决
这个难题。”6 月 22 日，格力博

（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寅动情地告诉记者，今年 2 月
底的一次政企见面会，让这家
出口型制造企业的海运物流从
过去的货代模式转为了“船东
年约”模式，每年可因此节约海
运费用1000余万元，企业十分
感谢钟楼区的大力支持。

格力博是全球新能源园林
机械行业的隐形冠军，99%的
产品出口欧美。2021年，格力
博发出海运集装箱8000个，这
一数量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
增长，但由于海运价格上涨厉
害，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之
前，格力博的海运物流采用的
是货代模式，新冠疫情后货代

的集装箱价格水涨船高，从过
去一个集装箱 5000 美元，到
2021 年最高时超过 20000 美
元 ，最 近 半 年 也 一 直 在
15000—20000美元间波动。

“货代模式还有一些弊端，
比如等待时间长，在始发港会
出现跳港、缺箱，到达美国后又
常常滞港、滞箱。”陈寅说，过去
两年非正常的物流运输严重困
扰着企业，部分国外客户也因
此退货，令企业蒙受了不小损
失。

今年 3 月，钟楼区辗转联
系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
司，向该公司推荐了格力博。
中远海运经过考察，认为格力
博正是他们希望合作的成长型
客户。

“我们是一家民族企业，一
直想寻求‘国货国运’。”陈寅告
诉记者，今年 5 月 1 日格力博
与中远海运正式签约，每年中
远海运以优惠价格为格力博承
运 5000 个集装箱。到 6 月 22
日，中远海运已承运 325 个集
装箱，格力博的海运成本也因
此下降了25%。

钟楼区为格力博协调解决海运难题

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上千万元
■王淑君 文 图片由学校提供

本报讯“遇到有人溺水，小
学生即使会游泳，也不能莽撞去
救人，首先要寻求大人帮忙。”6
月 23 日，放暑假前夕，在常州市
实验小学平岗校区六（3）班教室
内，一堂围绕暑期防溺水的安全
教育主题班会正在开展。当天，
该校其他 48 个班也以多种形式
开展生命安全教育主题课。

每周一次生命安全教育主
题课，在实小平岗校区已延续
了 10 多年。从营造安全文化、
构建宣教课程、借力社会资源
等方面，逐步形成具有该校特
色的生命安全教育体系，用专
业和责任为孩子们构筑生命安
全防线。

“生命安全教育是帮助学生
认识生命、理解生命、尊重生命、
热爱生命、提高生存技能、提升
生命质量的一种教育活动。”实
小 教 育 集 团 校 长 杨 娟 玉 说 ，
2011 年，平岗小学加入实小教
育集团之后，秉承“精勤”校训，
努力达成“让学校成为适合师生

和谐共长的生命林子”愿景。学
校的生命安全教育，已成为影响
孩子们一生的课程。

学校主动对接消防、民警等
资源，协同合作、集思广益，创造
出学生喜闻乐见的多种活动样
式，如模拟法庭、安全讲座、知识
竞赛、手抄报绘制、安全宣传创
意画、安全宣传公益用语比赛、
安全宣传“金点子”大赛、辩论赛
等，提高了全体学生对生命意义
的认识，让学生感悟生命的可
贵，从而悦纳自我、关心他人，学
会正视和面对生命中的困难、挫
折和挑战，形成尊重生命、珍爱
生命、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人
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在实小平岗校区，楼道走
廊、橱窗、宣传画和标语处处可
见生命安全教育元素，逐步形成
了“2+4+N”的安全宣传文化体
系——学校设立了“消防体验
馆”和“民防教育馆”，设置交通
长廊、生命教育专道、校门大屏
幕、每周升旗仪式 4 大平台，形
成了 N 个教育阵地，让学生在校
园里时刻都能体验到安全教育
的呵护。学校每年还开展防灾
演练、生命安全讲座各 5 场，每
月一次通过校内升旗仪式、红领
巾广播、志愿讲解的方式，开展
全校性的生命安全教育，最大限
度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使学生
在安全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实小平岗校区

生命安全教育呵护学生健康成长

■吴振宇 陆佳怡

本报讯 近日，常州住房
公积金“企业服务功能”成功
上线“我的常州”App，为各住
房公积金缴存企业提供掌上
服务。企业经办人只需在手
机上通过“我的常州”App 扫
码进行法人认证，完成企业法
人授权后，在“我的常州”所提
供的企业服务栏目中，点击

“常州公积金”，即可完成职工
开户、封存、启封、转移等众多
高频单位服务事项，进行相关
业务处理。

据介绍，我市自 7 月 1 日
起将不再统一办理“法人数字

一证通”CA业务，切换至统一
法人授权认证系统。市法人
授权平台自 5 月 27 日开通以
后，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率先进行线上部署，为企业
提供掌上服务。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平台可以让企业和职
工方便办、轻松办、满意办，

“只有法人或通过法人授权的
企业经办人才有权限访问‘常
州公积金’服务；不用跑一步
路，通过手机动动手指即能办
理 相 关 住 房 公 积 金 单 位 业
务”。

对于尚未建缴住房公积
金的企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也已经开始布置“掌上开
户”服务功能。

“我的常州”App上线
住房公积金企业服务功能

22 日，常州日报社与钟楼区永红
街道党报读报村共建宣传栏揭幕仪式
在白荡村举行。宣传栏内张贴了村务
财务政务服务公开信息以及安全生
产、防疫小知识等宣传资料，吸引了村
民驻足阅读。

■胡平 图文报道

共建宣传栏

■庄奕

6 月 23 日我市入梅，但白
天太阳还时不时地从厚厚的
云层中探出头来。有市民疑
惑，梅雨天不是应该阴雨绵绵
吗，怎么实际情况好像不一样
呢？

数十年前的梅雨确实呈现
出阴雨连绵、暴雨过程频繁的
特性。但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梅雨期连
绵阴雨的特征逐渐减少，反倒
是晴雨相间、雨水的时空分布
不均匀、1—2 小时内降水量高
度集中的频率相对增加，甚至
已成规律，并多年持续表现为

这种形态。今年我市的梅雨期
降水将呈现对流性强、雨强大、
分布不均等特点，期间可能出
现明显降水间歇和阶段性高
温。

据预报，24 日降雨明显，
过程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
可能伴有强降水、强雷电、雷雨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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