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闵丹） 昨天，
由北京市工业（国防）工会、北京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联合主
办的 “非首都功能疏解过程中加
强劳动关系协调， 切实做好职工
分流安置工作” 主题研讨班在北
京服务中心开班。开班仪式后，来
自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
副会长张恒顺为50多名企业一线

的工会主席和人力资源工作者进
行了题为 “工会在企业调整过程
中的定位和作用” 的培训和政策
解读。

据介绍， 随着首都城市定位
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进
一步实施，以及疏解非首都功能、
产业转型升级、“去产能、去库存”
等一系列措施的深入推进， 本市

许多企业要面对关停并转迁等规
模调整问题， 势必对劳动关系产
生一定的影响。 本次研讨班旨在
使相关企业工会及人力资源干部
能够更好地把握当前的形势任
务， 进一步认清工会组织在企业
调整退出过程中的定位与作用，
把握劳动关系规模调整的原则、
依据和职工分流安置操作办法，

加强劳动关系协调， 切实解决劳
动关系问题， 维护好职工合法权
益， 确保职工队伍和劳动关系的
和谐稳定。

本次研讨班为期四天， 培训
的内容既包括中央及市委关于京
津冀协同发展最新政策的解读，
也包括在疏解过程中涉及到的劳
动关系协调和职工安置工作的法

律法规政策的讲解， 着重突出了
工会在其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
用。除了理论知识，在技巧、方法
上，实际案例现场分享中，本次培
训班还特别邀请了中科院心理研
究所的专家进行 “职工心理特点
及有效沟通” 的分享， 帮助大家
做好与职工的沟通工作， 维护好
职工的合法权益。

切实发挥好工会在企业调整中的作用
市总举办“非首都功能疏解过程中加强劳动关系协调”研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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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 赵思远）
近日， 由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编
制的 《职工心理关爱工作优秀案
例选编》 正式印制发布， 完美世
界 （ 北 京 ） 软 件 有 限 公 司 的
“EAP完美生活教练室 ” 项目成
功入选年度10佳优秀案例并在首
篇刊发。

据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EAP完美生活教练室” 是
完美世界公司工会联合会以国际
EAP体系为基础， 结合公司企业
文化特质与员工实际需求制定的
服务于全体员工及其家属的弹性
福利项目。 项目试运行于2012年
9月， 以工作压力较大的原客户
服务部员工为试点对象， 通过开
展心理沙龙、 减压活动、 7×24小

时心理关爱热线等系列线上线下
活动， 使员工对心理健康辅导有
了正确认识及初步信赖。 为满足
更多员工需要， 自2014年1月起，
完美世界工会联合会与中科院心
理研究所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
系 。 双方在深度结果比对基础
上 ， 确认 “EAP完美生活教练
室” 主要以一对一、 面对面心理
咨询为主要开展方式， 面向全体
员工开放。

至今，公司累计已有510余名
员工及家属参加了EAP一对一心
理咨询与辅导，累计咨询时长750
余小时。咨询内容包括职业生涯、
婚姻家庭、健康生活、法律纠纷、
财务规划等方面。 据统计，99%参
与过项目的员工认为对自己有很

大帮助， 并表示下次遇到类似心
理困扰时还会再次参加。

未来， “EAP完美生活教练
室 ” 将在完善现 有 功 能 基 础
上 ， 持续开展心理测评、 心理
讲座、 培训、 团队辅导等系统心
理科学项目， 为员工提供更加快
乐、 完美、 追求正能量的成长指
引与支持。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程海超）“分公司迁址天津后，能
落户天津并有一个温馨的家是一
直以来的目标 ， 今天终于实现
了。 ”近日，中建二局土木公司路
桥分公司青年职工小王激动地
说。两年来，该公司共为11名职工
成功办理了天津集体户口， 帮助
10余名职工办理积分落户。

据介绍，职工能够落下户口，

离不开分公司工会的“内外兼顾，
双面协调”的办法。 对内，该分公
司工会及时将最新户籍管理政策
传递给每位职工， 细心做好资料
收集， 耐心为职工解读政策。 对
外， 该分公司工会积极与天津市
公安局、 户籍管理部门进行深入
沟通联系， 根据户籍管理制度的
实时变化，及时完善了社保、房产
证明等材料要求， 确保提交的职

工材料达标。
职工拥有天津户口后， 在买

房、购车、福利补贴、子女上学、离
退休保险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
有了更好保障， 真正解决了后顾
之忧。 职工在成功办理天津户口
后表示，身在施工单位，奋战在项
目一线，漂泊不定，这次帮忙解决
了天津户口， 给自己不安的心上
了长期保险，放心了很多。

工会“内外”兼顾解职工落户难题

昨天， 在昌平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工程项目工地， 中建二局项目部将医
疗单位请进工地为工友免费体检， 并发放预防艾滋病宣传册， 倡导健康生
活， 珍爱生命。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工工地地义义诊诊

本报讯 （记者 杨琳琳 ） 记
者昨天从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服
务中心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
京办事处） 获悉， 截至目前， 东
城区卫计委所属东城区第一妇幼
保健院、 隆福医院等14家单位为
3150名在职职工增加了保障项
目， 新增投保金额32.2万元。

据悉， 为增强职工抵御风险

的能力， 东城区卫生与计划生育
委员会工会决定采取实报实销的
办法为所属基层工会下拨经费，
支持各单位开展各项职工互助保
障活动。 此项活动从4月开始启
动， 覆盖28家单位的6700余名职
工， 每名职工限额100元， 预计
下拨经费总额67万余元， 使职工
互助保障活动更加深入人心。

东城卫计委投67万元支持基层互助保障

中建二局土木公司路桥分公司帮异地职工办集体户口

心理沙龙 减压活动 7×24小时心理关爱热线

“完美生活教练室”帮职工解心疾

近日， 高能环境公司工会联合海淀区杨庄消防中队开展了消防演
习活动。90多名员工冒着浓烟在安全员的指挥下从步行安全通道迅速
有序地撤离到楼外安全区域。成功“逃生”的员工随后演练了“伤员救
助”及灭火器等消防器具的正确使用。 本报实习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防患于未“燃”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李国平 王蕊） 近日，中铁建工集
团广州分公司在城际中心项目会
议室召开离退休干部 “畅谈”“建
言”座谈会。

座谈中 ，老干部认为 ，党的
十八大以后清风正气扑面而来，
大家精神为之一振， 公司发展取

得可喜成绩。 大家根据公司的发
展实际畅谈感受， 并为公司今后
的经营规划、人才培养出点子、拿
主意。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在离退
休干部中组织开展“畅谈”“建言”
活动， 是发挥老干部正能量作用
的重要平台， 希望离退休干部继
续发挥余热，支持公司工作。

中铁建工离退休干部“畅谈”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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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

主席曾繁新在讲话中指出， 双方
的合作是落实新时期党对工会工
作要求的具体体现、 是工会加强
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 是打造服
务职工项目品牌更好团结凝聚职
工的主动实践、 也是促进温暖基
金会社会化专业化的重要保障。
他希望，以此次签约为起点，以加
快职工服务社会项目的推进作为
目前北京市温暖基金会社会化能
力建设的重点， 以合作协议中各
项规定为基本遵循， 发挥双方各
自优势，全力配合、共同努力做好
工作， 为把北京建设成 “首善之
区” 和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做贡献。
据了解，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

始建于1995年， 前身是北京市职
工送温暖基金会 ， 是经北京市
民政局批准的公募基金会 ，隶
属于北京市总工会 。 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作为倡导新
型慈善知识体系的专业型智库，
在 “慈善推动社会进步” 的愿景
下，以公益研究为基础，公益教育
培训、公益交流与倡导为平台，公
益咨询与服务为重点业务引擎。

北京市总工会巡视员王玉
英， 中国公益研究院、 深圳国际
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 中国公益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等出席
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