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闵丹 文/摄

做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有心人

郭森林

05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版
式
校
对

李
亚
楠

2017年
8月19日
星期六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搭好协商平台 让企业和员工都满意
北京海文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昌平区人力社保局劳动关系科科长

赵小静

“作为职工方代表， 我参加了整
个协商过程， 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主
要谈的是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和女工保
护专项合同。 其实之前经历了很长时
间的酝酿， 从选举职工代表开始、 职
工代表多次征求职工意见……” 北京
海文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项目部经
理、 电工班主管王山向记者讲起了他
作为职工代表参与集体协商的经过。

2014年， 北京海文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在朝阳区高新技术产业工会
的指导下， 规范有序地完成了企业集
体协商 、 签订集体合同的全部过程 ，
成为了朝阳区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典
型企业。 并在此后的每年， 都组织召
开职代会， 集体协商有关职工权益的
内容。 在这过程中， 公司工会主席郭
森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每年都召开职代会， 这是
我们一直坚持的， 大事小情都要在职
代会上过一下 。” 工会主席郭森林告
诉记者。 为了体现集体协商工作的民
主性， 充分反映职工的真实意愿， 鉴
于部分代表已经离职， 部分职工代表
发生了岗位调整的情况， 工会首先组
织开展了职工代表的选举工作。

从2014年3月份开始， 在公司党委
领导下， 工会结合实际情况认真分析
研究， 制定了选举办法， 明确了当选
代表标准 ， 分配了各小组代表名额 ，
保证职工代表数量符合在册职工比
例， 各工会小组应有职工代表数量公
平合理， 规范了选举程序。

为了使选举过程真正达到依法依
规、 程序规范、 选举有效， 专项工作
小组有关人员分别下到各个项目部对
召集人进行认真培训， 对员工宣讲职

工代表的权利， 职工代表大会在参与
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中的作用。 “在我
们认真细致地宣传讲解的基础上， 各
工会小组通过采用无记名投票、 差额
选举、 现场唱票、 现场公布结果的形
式， 顺利选举产生了职工代表42名。”
郭森林对整个过程和数字印象深刻。

职工代表选出来了， 下一步就是
发动他们来广泛征集职工意见 。 为
此， 公司工会先与企业方进行了多次
协商、 讨论、 修订集体合同文本， 并
及时向上级工会汇报合同文本条款修
订情况， 确保合同条款既切合公司实
际， 又合法合理， 规范可行。 “这充
分体现了工会尊重职工代表权利和意
见， 让代表感受到了工会就是娘家。”
郭森林告诉记者， 工会汇总整理了职
工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与公司再
次进行协商、 修订、 完善， 使每项条
款更加符合企业实际 ， 体现职工利
益， 从而使职工满意、 企业满意。

“通过集体协商工作的开展， 为
企业与职工间的平等协商搭建起了平
台。” 郭森林笑着说 ， 最终目的就是
让企业和员工都满意。 “每年涨工资
写进合同里了， 我们这些一线职工更
加安心 。 以前我在南方一些城市工
作 ， 那时候涨工资都是看老板心情 ，
老板高兴了才给涨工资。 这回用集体
合同的形式确定下来之后， 企业方不
能随意任性了 。” 北京海文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保安黎盛龙笑着说。

除了职工满意外， 北京海文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金城对这
样的结果也很满意。 “希望能通过这
样的方式， 让员工放心， 愿意跟着这
个企业踏踏实实地干下去。”

“任何业绩的质变， 都来自于量
变的积累。” 在赵小静的办公桌上的显
眼位置， 记者看到了这样的一句写有
人生格言的桌牌。 赵小静说， 这是她
最喜欢的一句话 ， 用来时刻激励自
己 。 在工作中 ， 要求自己要做一个
“有心人”， 并给自己设定了 “三心 ”
的工作要求， 让自己在建设和谐劳动
关系工作中讲恒心， 化解劳动合同纠
纷时有耐心， 区内的推优宣传工作靠
责任心。

在赵小静看来， 和谐劳动关系建
设工作头绪多、 辐射面大， 想要把这
项工作做出彩、 做出成绩， 并不是一
件易事， 不仅要提升自己掌握政策方
针、 法律法规的水平， 更要能够把握
区情， 了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昌
平区各阶段的工作重点， 预判、 应对、
处理好转型过程中衍生出的劳动关系
问题。 自从负责昌平区的劳动关系工
作以来， 如何做好昌平区的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工作 ， 如何建立规范有序 、
公正合理、 互利共赢、 和谐稳定的新
型劳动关系， 就成为了她的工作目标。

对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 昌
平区人力社保局也非常重视， 并建议
以区委、 区政府的名义出台文件。 赵
小静参与了此次文件的起草工作， 为
了让文件成型， 她认真研读人社部及
市人社局的相关文件， 分析昌平区情，
与区内相关部门沟通并组织召开座谈
会， 进行可行性的分析， 抓准工作重
点难点， 并在领导的悉心指导和同志
们的共同努力下， 完成了有关文件的
草稿。 2013年5月， 昌平区委、 区政府
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谐劳动关系
建设的意见》 等 “1＋3” 文件 ， 进一

步整合了部门资源， 提升了全社会参
与意识， 形成了推进区内和谐劳动关
系建设强大合力， 有力推动了区内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的发展。

除了参与政策的制定， 宣传政策、
解读政策， 让企业和职工更好的了解
政策， 保证职工的合法权益也是赵小
静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 采访的当天 ，
她刚完成一场对企业的政策培训， 据
了解， 这样的培训她一年进行10场左
右， 每次组织培训的企业在30-40家，
每年预计能覆盖企业400家左右。 每年
度的 “昌平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
单位 （工业园区）” 评选工作， 也是赵
小静的一项重点工作。 截至目前， 昌
平区已经有80家用人单位、 1家工业园
区被评为市区级和谐劳动关系先进单
位、 和谐工业园区， 涵盖用人单位106
家、 职工5.2万人。

经过层层筛选后脱颖而出的企业
和园区， 是区内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
佼佼者 。 “不能让获奖名单束之高
阁， 最好还能使获评单位的先进经验
能够以点带面辐射到全区企业， 不仅
扩大了评选活动的影响力， 更是做到
了以活动促行动、 调动起区内企业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热情 。” 赵小静还
积极组织媒体， 对这些企业在创建中
的做法进行宣传和推广。

处于产业转型重要时期的昌平区，
最为敏感和繁重的工作就是外迁、 腾
退企业的经济性裁员工作， 赵小静也
深知当中的重要性。 因此， 在为职工
解答政策的同时， 她还格外注重心理
疏导工作 ， 对存在抵触情绪的员工 ，
积极引导正确认识企业现状， 避免矛
盾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