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总工会工作纪实（上）

２０17年 7月 17 日·星期一 Yweekl
今今日大兴 09

本版编辑 金海鸥 美术编辑 刘红颖 校对 李亚楠

□本报记者 金海鸥

保姆式服务 打开职工和企业的心

“加强与企业职工的联系 ， 全
心全意服务好职工 ， 服务好企业 ，
这是我们的根本宗旨 。” 在谈到工
会工作时， 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总
工会主席艾冰说道。 在这一宗旨指
导下， 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总工会
积极开展暖心建会、 温馨建家、 精
准就业、 特色活动等一系列关爱举
措 ， 从细节入手 ， 通过保姆式服
务 ， 不断加强与职工和企业的联
系， 发挥工会 “娘家人” 的作用。

暖心服务
推动企业建会

一直以来， 建会工作是工会工
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相当难开
展的一项工作， 尤其是非公企业建
会。 而在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 一
些非公企业却非常乐意加入工会组
织 。 用企业自己的话讲 ， 那就是 ：
“通过参加基地工会组织的多样活
动 ， 切实感受到了工会的暖心服
务， 职工凝聚力也不断提升， 对企
业发展帮助很大。”

国家新媒体产业园区管委会非
常重视企业的发展， 无论是老企业
还是新企业 ， 都会通过政策扶持 、
形象宣传等一系列细致周到的保姆
式服务， 为企业发展提供帮助。 在
管委会帮助下， 基地工会在企业建
会上也秉持保姆式服务理念， 建立
定期走访制度， 每个月都要深入企
业 ， 了解企业困难 ， 询问职工需
求， 帮助解决困难， 真正把工作做
到实处。

为了更好的服务企业， 国家新
媒体产业基地总工会举办的活动并
不仅限于建会企业， 有时还专门邀
请未建会企业的职工参加， 通过服
务吸引、 活动吸引， 在扩大工会组
织影响力的同时， 让未建会企业职
工切实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怀， 从
侧面推动企业建会 。 今年上半年 ，
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总工会共发展
建会企业6家 ， 其中百人以上建会
企业2家。

刚刚成立工会仅5个月的北京
赛普力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自成
立后便通过志愿服务 、 集体生日
会、 交友联谊、 职工兴趣班等一系
列活动 ， 充分调动起了职工积极
性 ， 让职工切实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 。 自赛普健身学院工会成立后 ，
员工的活动增加了 ， 福利更好了 ，
大家对工会也开始充满期待。 ““有有
时时候候他他们们会会主主动动问问我我，， 什什么么时时候候再再
开展活动啊？ 还有人跟我说， 有工
会真好， 活动多了， 上班干劲儿都

足 了 。 ” 工 会 工 作 人 员 王 松 说 ，
“工会成立后确实给职工工作和生
活带来了很大改变， 希望通过工会
的努力 ， 能够不断提升职工凝聚
力， 增强职工认同感和归属感， 让
职工感受到温暖。”

一室多用
解决职工实际需求

在新媒体基地管委会企业会客
厅二层， 有一个近20平方米的小空
间。 别看这里空间小， 所承担的作
用却很巨大。 为了节约资源， 更好
地利用空间， 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
总工会将劳动争议调解室、 母婴关
爱室、 职工心灵驿站都放在了这个
房间里， 实现一室多用。

房间左侧的一角被开辟为 “母
婴关爱室 ” ， 并用粉红色窗帘将
“母婴关爱室 ” 与外界隔离开 。 这
里有妈妈哺乳专用的躺椅， 可以自
由调节角度； 这里配备了空气净化
器 ， 时刻保护准妈妈的身体健康 ；
这里有奶瓶消毒柜和母乳保鲜袋 、
乳垫、 储奶袋等， 以备哺乳期妈妈
的不时之需； 这里还配备了微波炉
和电冰箱， 用来加热和冷藏母乳或
婴儿食品。 为园区女性职工提供了
一个私密、 干净、 舒适、 安全的休
息场所 。 为了更好地服务好女职
工， 在建设 “母婴关爱室” 时， 基
地工会积极征求女职工意见建议 ，
配置了冰箱、 图书等物品。 “由于
布置温馨， 周边企业的女职工偶尔
也会过来休息。” 工作人员说。

当粉色窗帘一打开， 这里又成
了职工们放松休息的场所———职工
心灵驿站。 为了让职工充分感受心
灵驿站的温馨氛围， 基地总工会还
专门配备了一些阅读书籍和放松的
小设施。 每天中午， 职工们都会来
到房间里坐坐， 彻底放松身心。

在房间右侧摆放着一排黑色沙
发， 同时有一张桌子， 这便是劳动
争议调解室了。 由于园区涉及到劳
动争议纠纷的企业并不多， 因此这
个房间更多的是用作母婴关爱室和
职工心灵驿站， 切实满足职工的实
际需求。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室多
用， 利用有限的空间承担更多的功
能。 别看这里空间小， 但是五脏俱
全 ， 为有需求的职工提供全面服
务 。” 新媒体产业基地总工会常务
副主席刘丽娟告诉记者， “房间的
布置都是我们精心设计的。 母婴关
爱室布置的温温馨馨浪浪漫漫，， 劳劳动动争争议议调调
解解室室显显得得庄庄重重严严肃肃，， 而而职职工工心心灵灵驿驿

站又多了一些放松休闲的气息。 为
了让更多职工享受到这一服务， 切
实感受工会组织的温暖， 这里已经
面向园区建会企业职工开放。”

资源共享
加强基层工会联系

为了加强与建会企业的联系 ，
基地总工会开展了一系列举措 。
“我们建立了企业走访制度 ， 成立
QQ群和微信群 ， 定期召开主席联
席会， 组织工会主席参观交流， 通
过多种渠道为企业开展宣传， 一系
列贴心服务赢得了建会企业的支持
与拥护 。 我们将继续秉承服务企
业、 服务职工的理念， 全心全意开
展好工会工作 。” 基地总工会常务
副主席刘丽娟说。

6月21日，在华商创意咖啡二层，
聚集了众多的企业大咖， 他们就是
来自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的企业工
会主席们。 为了加强与建会企业的
联系， 充分利用新媒体产业基地资
源优势，基地总工会2017年第二季度
工会主席联席会选在了华商创意咖
啡召开。 此次主席联席会共有35家
企业参加。 会上，建会企业观看了基
地宣传片和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
宣传片， 进一步了解了国家新媒体
产业基地近年来的变化。 基地总工
会主席艾冰为2016年度基地模范职
工之家授牌， 并代表基地总工会给
予模范职工之家2万元专项资金支
持。 随后，35家企业工会负责人就工
会工作开展情况、 遇到的问题等进
行了座谈交流， 并实地参观了钧天
坊生活美学体验馆以及华商创意中
心文化墙， 进一步加强了基地工会
与辖区企业、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沟
通联系。

此外， 新媒体产业基地总工会
还积极组织辖区企业工会干部参与
区总工会开展的各项活动。 为规范
工会财务管理工作， 贯彻落实好工
会经费使用规范， 根据大兴区总工
会要求， 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总工
会组织基地32家企业， 共40余名企
业工会干部参加了大兴区总工会召
开的工会经费规范使用培训会。 会
上 ， 北京市总工会财务部部长对
《工会经费使用管理实务与政策解
读》 进行专项讲解。 并结合具体的
案例， 用生动易懂的语言， 重点从
工会经费的 “管和用 ” 两个方面 ，
为学员们做了全面辅导和系统解
读读，， 大大大大增增强强了了基基层层工工会会干干部部对对工工
会会经经费费使使用用的的认认识识，， 为为基基层层工工会会工工
作作提提供供指指导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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