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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半年年回回顾顾
盘盘点点西西城城工工会会亮亮点点工工作作

为推动区委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
实， 确保西城区工会工作既能围绕全区
工作大局 “公转”， 又能满足职工群众
需求 “自转”， 今年， 区总工会将在完
善往年以会员满意度为导向的工作评价
机制的基础上， 进一步改革工会工作评

价制度。
建立 “双上报” 制度
区总工会把工会年度工作考核情

况， 原汁原味地如实上报街道工委和上
报区委， 切实将工会工作纳入全区党建
工作整体部署， 进一步加强党对工会工

作的领导。
开展社会评价工会工作
西城区总工会通过委托第三方机构

调查等方法， 了解社会对工会工作的期
望和评价， 真正实现对工会工作的社会
监督。

上半年， 在区委和市总的正
确领导下， 西城区工会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 坚
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
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 ， 按照中
央、 市委和区委党的群团工作会
议精神的要求 ， 强化 “四个意
识”， 坚持问题导向，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精心谋划工会改革创
新。 区总工会在改革的道路上一
步一个脚印， 踏实前行。

工会改革进行时 调结构促发展

区总工会主席李会增参观金融街街
道工会服务站

大会共表彰了23个先进个人、先进集体

自2月中旬以来， 成立了由区总工
会领导班子成员及部分基层工会主席组
成的区总工会改革领导小组， 研究制定
了 《〈西城区总工会改革实施方案〉 制
定计划》。

组织召开区总工会改革工作研讨
会、 专题会。

3月22日， 邀请北京市工会干部学
院工会理论与职工教育研究所负责人，
就 《北京市总工会改革方案》 进行专题
辅导和培训。

足迹

理论学习
为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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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卫计委工会举办拔河比赛

足迹

广泛调研
带回先进经验

２２
组织西城区总工会改革领导小组成

员赴重庆等地学习， 积极吸收和借鉴了
外地工会改革试点的经验。

与此同时， 区总工会在充分开展会
员需求调研的基础上， 围绕 “建设什么
样的工会 、 怎样建设工会 ” 的重要课
题， 以保持和增强政治性、 先进性、 群
众性为主线， 着力克服 “机关化、 行政
化、 贵族化、 娱乐化” 现象。

为此， 西城区总工会提出了 “调机
构、 强基层、 转方式、 优服务” 的改革
设想； 与此同时， 区总工会通过广泛调
研与实际工作， 努力在优化职能职责、
强化基层基础、 创新方式方法、 改善服
务供给 、 加强党的领导等方面破解难
题， 并在市总改革工作推进会上作了交
流发言。

足迹 改革成果初步显现３３
如何让西城区总工会的各项改革措

施真正落地， 通过前期调研学习， 区总
工会改革领导小组指出， 工会改革的核
心在于， 围绕 “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

性” 一条主线， 巩固二个加强， 提供三
个服务 ， 推动四个转变 ， 落实五个保
障 。 只 有 清 醒 认 识 到 当 前 工 会 工 作
与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 不断增强

革新的决心和勇气 ， 增强解决问题
的主动性和针对性 ， 全面提高工作
水 平 ， 才 能 不 断 开 创 西 城 区 工会工
作新局面。

打造劳动竞赛品牌
各街道总工会围绕该区转型发展、

提升城市品质的工作总体部署， 开展多
行业、 多工种职工职业技能比赛， 深化
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 进一步发挥劳
模和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的作用。

打造服务职工品牌
在职工最需要的地方建立服务平

台， 从职工最需要的服务入手开展服务
工作， 开展技能帮扶培训、 助学救助帮
扶 、 医疗救助帮扶和就业帮扶等一
批活动， 为职工提供就业 、 维权 、 帮
扶等服务。

打造区域职工文体活动品牌
落实今年争取20处职工活动阵地建

设，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通

过加强企业文化、 职工文化建设， 让职
工就近在本区域内参加文体活动。

打造 “互联网+” 工会服务品牌
积极推进 “互联网+” 工会工作 ，

建立工会网站、 微信和职工客户端， 对
职工入会、 就业培训、 法律援助、 困难
帮扶等需求， 真正实现线上申请、 线下
办理。

成果一：工会打造“四大品牌”

成果二：各街道积极落实改革计划
区总工会研究的每一项改革措施，

都与各街道总工会工作密切相关。 各街
道总工会也积极落实区总的改革计划，
并取得良好成效。

金融街工会服务站
街道工会精心打造了1个 “缘聚”；

2个 “新青年”； 3个 “特色服务项目”；
4个 “兴趣爱好小组”。 此外还将活动中
心主要划分为会议、 培训、 学习及娱乐
等6大功能区。

展览路街道
推进送温暖工程， 截至目前已走访

劳模22人次， 困难职工2人次， 送去慰
问品和慰问金共计32000元。 在职工互
助保险工作中， 完成8家单位89人办理

职工住院医疗、 女工特疾保险53人、 火
灾理赔1人次5000元。

德胜街道工会服务站
站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配

备了各类设备， 以及可供休息的沙发、
阅报栏等 ， 户外劳动者可随时进来
热 饭 就餐 、 放松休息 、 阅读报刊等 ；
基础设施的完善让户外工作者享受服务
更为便捷。

牛街街道
推进建会建家工作， 为了让更多职

工认识了解工会职能和作用， 街道工会
采取入户走访、 电话查询、 短信通知等
方式逐个单位进行核查， 夯实更新工作
台账。 新建会5家， 其中独立工会1家，

社区联合工会小组4家， 发展会员42人。
月坛街道
截止到目前， 共有845家企业签订

了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书， 其中单独签约
90份， 覆盖职工11500人。 完成地区多
家企业的工会法人 、 单位名称的变
更工作。 指导部分社区联合工会召开
职代会。

广外街道
“会、 站、 家” 一体化建设， 在建

站方面， 按照星级服务站硬件要求， 完
成硬件设施配套建设。 建家方面， 要求
各级工会做好职工之家建设及管理工
作。 建会方面， 与辖区茶叶商会联手，
达成共同建会合作意向。

成果三：工会加强考核促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