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慰问一线职工

金融街街道辖区面积
3.78平方公里 ， 有商务楼
宇 46座 ， 现 有 建 会 企 业
1390家 ， 会 员 10357人 。
2007年6月， 街道总工会在
全市率先成立工会服务站，
即长安兴融和西城晶华两个
服务站， 配备专职工会工作
者12名。 2016年西城晶华
服务站荣获了北京市首批
“星级工会服务站 ” 称号 。
金融街地区有着重要的政治
地位和特殊的地理位置， 既
有气势辉煌的建成区， 聚集
着众多的白领精英； 也有低
矮老旧的平房区和拆迁区，
涵盖了以金融行业为主的不
同层次的各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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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工作新模式
街道工会改革成效显著

2017年， 金融街街道总工会
在西城区总工会和街道工委的领
导下， 努力发挥职工利益的代表
者维护者作用， 同时抓住当前有
利时机， 加强和改进工会自身建
设。 据金融街街道总工会主席宋
海龙介绍， 金融街街道在2017年
上半年深入贯彻落实区总工会的
工会改革号召， 不断提高新形势
下服务发展、 服务企业、 服务职
工的能力和水平， 在服务大局促
发展、 健全组织构和谐、 立足岗
位做贡献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尝
试， 取得了新的进步。

宋海龙向笔者介绍， 金融街
街道总工会注重工会组织建设，
特别是工会换届工作 。 新年伊
始， 将换届工作纳入街道总工会
主要工作 。 按照 《组织法 》 和
《工会选举法》 有关规定， 街道
总工会于4月份召开了第二次会
员代表大会， 此次大会对参会代
表的结构做出了一些调整， 和以
往相比较， 减少了行政系统代表
比例 ， 加大了非公企业代表比
例。 企业代表由来自于金融、 证
券、 房地产、 餐饮、 环卫等各界
的职工组成。 调整代表比例， 更
加突显会议的民主性， 也方便工
会更加清楚地了解职工的需求，
倾听职工的心声。

上半年， 金融街街道总工会
抓住税务代收的有利契机， 继续
强化工会驻地税大厅窗口的服务
功能， 专门分派一位常务副站长
负责跟进建会工作， 同时开展多
种形式的建会宣传， 收到了良好
的反馈效果。

宋海龙说： “我们在市、 区
总工会的协调指导下， 大力推进
组建工会和发展会员的工作， 以
非公企业组建工会为工作基础，
对地区企业进行建会情况摸底，
最大限度地把广大职工群众吸收
到工会组织中来。 同时， 借助街
道非公党建、 区域化团建和社区

联合工会的资源优势， 多方位推
动建会工作。”

为了响应改革号召， 金融街
街道总工会还实行了 “工作计划
指导” 新模式。 2017年春节长假
第一天上班， 街道总工会就组织
召开了两次企业职工座谈会和一
次职工问卷调查， 根据收集上来
的意见和建议， 本着服务职工的
目的制定了一年工作计划和各类
活动计划， 并做成详表分发到各
企业工会， 让职工知道街道工会
新的一年要干什么、 怎么干。

除此之外， 街道总工会还制
定了 《工会工作手册》 发到企业
工会主席手中， 进一步指导基层
工会开展工作。 宋海龙说：“因为
企业工会主席大都是兼职， 我们
就把一系列政策通知、 活动会议
记录 、签到表等文件做成模板 ，
分发给企业工会， 让企业工会召
开会议和开展活动时有模板参
照， 可以更加准确的和街道总工
会对接， 更加准确高质量的完成
工作， 使基层工会工作开展起来
更加系统和有条理。”

不断完善服务理念
精准化满足职工需求

回顾金融街街道总工会成立
以来走过的路， 点点滴滴都体现
了金融街街道工会人所做的努力
和奉献。 细微之处显变化： 首先
体现在环境设施更加完善， 办公
场地从过去的几间小平房到现在
多功能的会议厅； 第二体现在人
才队伍更加壮大， 从过去的返聘
退休职工到现在聘请专业的财务
人员 ； 第三是服务手段不断革
新， 从过去的线下服务转变成现
在通过互联网和手机APP扫码为
职工发放福利等， 方方面面都体
现了金融街街道总工会的奋进发
展之路。

谈到最大的变化， 宋海龙则
认为是街道总工会服务理念的不
断成熟和完善。 他说： “我们在
为职工服务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
了我们自己的发展理念， 包括组

织全覆盖、 活动普惠制、 服务精
准化三个方面， 其中精准化服务
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职工需求是服务职工的导
向， 摸清职工的需求是服务职工
的第一步。 为了更好的了解职工
的需求， 金融街街道总工会形成
了一套常态化的职工需求摸排机
制。 一是依托 “网格化” 服务体
系建立日常联系走访企业制度。
二是直接向职工发放调查问卷。
三是召开座谈会。 四是利用QQ
群发布活动方案， 让职工自己选
择时间和参加的项目， 直接听取
职工建议。 街道总工会副主席吴
月影告诉笔者： “通过调查， 我
们发现职工的需求大多集中在福
利保障和劳动就业两方面， 所以
我们就根据职工的需求开展了一
系列的活动。”

金融街街道总工会特色活动
“春秋季健步走” 是最受职工欢
迎的项目， 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分
批次组织职工赴顺义鲜花港、 怀
柔红螺寺、 平谷天云山等北京郊
区开展健步走活动， 既锻炼了职
工的身体， 又为建设绿色环保的
生态中国做了贡献。 宋海龙告诉
笔者： “我们上半年已经组织了
8次健步走， 下半年秋季的健步
走马上又要开始了， 职工们都在
等着这个活动呢， 每次都是上百
人参加， 也说明我们的活动很受
欢迎。”

金融街如其名， 金融行业企
业众多， 职工大多是白领， 日常
工作繁忙， 很少有时间交朋友 。
金融街街道总工会同妇联等单位
合作开展的 “缘聚金融街” 青年
联谊活动， 搭建了单身职工的交
友平台。 据了解， 活动从2009年
开始， 每月一期。 有众多的青年
通过 “缘聚金融街” 活动牵手成
功， 并喜结良缘。 同时， 在工会
服务站设影音角， 为职工播放电
影累计82场， 观影职工2000余人
次； 利用街道社区文化中心为职
工开办午间瑜伽班， 每个班次都
有近百人参加； 在楼宇中举办免
费推拿按摩活动， 服务职工120
余人次， 这些活动受到了职工的
普遍欢迎。

牢记红墙意识
将改革落到实处

“红墙意识” 是西城区干部
群众在长期工作生活当中逐渐形
成和培育出来的一份特殊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 ， 它的核心要义是
“绝对忠诚、 责任担当、 首善标
准”。 宋海龙说： “‘红墙意识 ’
已经成为北京西城的亮丽名片，
是一种使命， 金融街街道总工会
作为西城区的一分子， 更是要把
这个意识发扬好。”

关于下半年的工作计划， 宋
海龙认为要继续紧跟区总工会改
革的步伐， 遵循三个意识， 即服
从意识、 看齐意识、 服务意识。
主要体现在要继续加强中心组学
习， 加强相关培训； 继续完善精
准化的服务理念 ， 开展特色活
动， 更好的为职工服务； 开展企
业工会财务工作培训； 同时密切
关注落实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
继续加强建会力度。

谈到怎样看待改革的问题 ，
宋海龙说： “将改革落到实处，
组织起来， 切实维权， 是我们工
会工作的中心任务。 工会要充分
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
作用， 要坚持党建带工建， 工建
促党建。 我们要紧跟区总工会关
于改革的步伐， 不忘初心， 为职
工谋福。”

成成果果与与改改革革
工工会会工工作作 为了深入推进工会改革进程， 推动工会工作创新发展， 本版推出特别策划， 对西城区的直

属基层工会进行采访， 全方位了解基层工会的工作成果以及改革成效。 本期让我们走近金融街
街道总工会， 了解一下这个在全市成立首家工会服务站的街道工会。

———记金融街街道总工会2017年改革发展之路

【工会名片】

2017年金融街街道总工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

开办瑜伽班

“六一” 亲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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