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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为辖区会员服好务

2017年上半年，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
以中央各项精神为指导， 按照市总工作要
求， 紧紧围绕西城区总工会和街道各项中
心工作 、 重大任务 ， 践行 “红墙意识 ”，
用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 以 “红墙标准”
保障民生， 以 “红墙品质” 创新服务， 以
“红墙品牌” 凝心聚力， 以组织放心、 职
工满意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 找
准工会工作的结合点和着力点， 发扬优良
传统， 发挥自身优势， 全力提升工作的各
项水平和服务品质。

为了响应区总工会的工会改革号召，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坚持组建与规范、 扩
面与提质并重， 同街道劳动科、 西长安街
地税所、 社区联合工会建立联动机制， 以
工会经费税务代收为依托， 全面提高数据
质量 ， 加强非公企业建会及经费收缴力
度， 形成了全方位联动的工会网格化社会
服务管理工作格局。 街道总工会建会工作
整体集中稳进， 80％独立基层工会完成了
工会 “二证合一” 办理。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加大百人以上企
业建会工作， 今年百人以上企业建会工作
计划完成8家， 现在已完成7家， 剩下的一
家企业是西单老佛爷。 街道总工会主席郭
富强说： “该企业是一家港法合资企业，
建会谈了三年 ， 企业一直敷衍 、 拖延建
会。 但我们没有放弃， 多次上门与总裁助
理、 人事总监商谈， 只有先把企业中方谈
透彻了， 才能通过翻译与法国总部继续商
谈。 街道总工会坚持责任担当， 力保红墙
边的企业都要有工会组织。” 现阶段， 企
业已将建会事项上报到董事会等待通过。

谈到怎样看待工会改革时 ， 郭富强
说： “我们要紧跟区总工会关于改革的步
伐， 将改革落到实处。 工会要充分发挥与
职工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 要坚持党
建带工建， 坚持精准服务机制， 切实为职
工谋福。”

凝心聚力打造“数字红墙”

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服务， 切实维护
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根本宗旨和
职责。 维护和谐稳定的中坚力量， 履行好
工会职责， 把更多的职工群众吸引到工会
活动中来， 让广大职工群众充分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一直以来都是街道
总工会的工作重心。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将自身服务事项
和业务需求进行梳理， 将数据与街道 “全
响应” 指挥中心进行了对接， 并对工会干
部进行网格定位。 2017年， 街道总工会深
化互联网+理念， 推进工会精细化管理 ，
与 “西长安街街道社会治理创新大数据分
析与应用平台” 对接， 通过系统定位辖区
内的企业和楼宇， 查询企业情况， 以便更
好地为企业和职工提供服务。

据街道总工会主席郭富强介绍， 开展
“践行 ‘红墙意识’ 共享品质提升” 参观
研讨活动， 组织工会两委委员参观 “大数

据中心 ” 和 “长街宜居生活体验中心 ”，
让工会委员们了解街道中心工作， 直观感
受 “西长安街数字红墙社会服务管理平
台” 和准物业服务运营模式在建设首善之
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强化了驻区单位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们把网络作为工会组织新的舆论
阵地， 依托新兴媒体畅通与企业和职工的
沟通渠道， 坚持微信联络机制， 结合工会
工作实际， 在 ‘红墙长安’ 微信公众号上
发布街道疏解治理中心工作、 各类政策解
读、 最新工作动态和会员服务信息， 扎实
做好宣传工作， 同时接受会员监督。” 郭
富强笑着说道， 这有效增强了基层工会的
活跃度和影响力， 利于全面提升工会舆论
引导的能力和水平。

加强“职工之家”规范化建设

工会发挥作用， 在企业里要有一个载
体。 职工每天在百忙之中， 寻求服务不可
能都到工会服务站来， 加强建家工作实体

化建设就尤为重要。 职工之家是工会联系
职工的一个平台， 是落实工会各项职能、
推进各项工作的基础， 是工会服务职工的
重要载体。

经过 “职工之家” 规范化建设， 西长
安街街道总工会对企业进行指导 ， 下属
185家企业、 13个社区联合工会 “职工之
家” “五亮” 全部达标， 并配备棋牌、 健
身等各类文体用品。 同时还建成职工书屋
17个、 “妈咪屋” 9个。 企业也可以按照
自己的想法和风格来组建职工之家， 灵活
运作， 不用拘泥于固定形式。

街道总工会主席郭富强告诉笔者， 上
半年， 我们在 “汲取知识力量 浸润美好
人生” 赠书活动中， 走访地区非公企业，
2016年 “十大好书” 送进企业倡导自觉读
书， 增强知识的获得感， 进一步推动 “红

墙意识” 在基层非公企业中落地生根。 隆
盛泰公司是我们的直属企业工会， 特别注
重文化建设， 我们很受感染。 该公司成立
了 “幸福企业工作部” （工会）， 建立了
“隆盛泰之家”， 书屋、 活动室一应俱全，
组织架构 、 经费使用全部对职工进行公
示， 工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据了解，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积极开
展 “双爱双评 、 两模三优 ” 评选表彰活
动 ， 共授予50家基层工会 “模范职工之
家”、 “模范职工小家” 荣誉称号， 授予
135名同志 “优秀工会工作者”、 “优秀工
会积极分子” 等荣誉称号， 极大地提高了
基层工会工作者的积极性， 促进了各基层
工会向组织健全、 维权到位、 工作活跃的
“职工之家” 方向不断迈进。

“红墙意识”引领创新工会服务

以 “红墙意识” 为引领， 西长安街街
道总工会在西城区总工会和街道工委的领
导下， 团结凝聚广大职工群众， 大力弘扬
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凝聚共识， 努力形
成讲正气、 树新风、 聚合力、 促转型的良
好局面。

促进职工文体活动发展是丰富职工精
神文化生活的有力措施， 西长安街街道总
工会以 “红墙品质” 创新工会服务， 积极
开展各类文体活动， 搭建专享活动平台。
以实现职工全面发展为出发点， 以企业及
职工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工会“大学校”
作用。 举办新形势下工会财务培训、“红墙
意识在心中” 征文活动和 “汲取知识力量
浸润美好人生”赠书活动，连续开展 “安康
杯” 安全知识竞赛、 职工应急救护演练、
职工技能比赛、 职工健步行等活动， 大大
激发了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
会打造了14个文体品牌项目， “明珠杯”
职工象棋比赛、 “红墙杯” 文化体育季乒
乓球比赛、 职工卡拉OK比赛、 职工家庭
安全亲子课堂等， 并定期组织春秋游和劳
模及优秀职工疗休养活动 ， 参与职工
30000人次。 今年， 街道总工会结合辖区
企业不同特点和实际需求 ， 延伸服务领
域， 专门购入专业消防应用软件， 提升西
单地区企业消防培训针对性。

据悉，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坚持日晨
会、 周学习、 月例会工作机制， 要求服务
站全体工作人员每天早晨简短晨会， 每周
二下午为政治业务学习， 每月5日之前召
开月例会， 工作人员要对自己上月工作完
成情况、 本人所负责企业走访情况及职工
意见、 建议和需求进行逐一汇报和交流，
并做出本月工作计划。 “三会” 机制有效
地保证了各项工作目标明确、 计划细致、
责任到人， 并能有效追踪工作进度。

对于街道总工会下一步的工作探索，
街道总工会主席郭富强表示， 一是针对外
资企业建会， 探索更好的工作方法、 工作
模式； 二是如何将党建带工建、 工建促党
建做得更好； 三是街道总工会目前只能覆
盖到微小企业， 如何才能服务好外区的微
小企业。

践行“红墙意识” 做好“职工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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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2017年改革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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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长安街街道， 地处中央政治中心区和首都功能核心区， 是 “红墙意识” 发源地， 区域面积4.24平方公里。 西
长安街街道总工会， 下属有185家独立企业工会、 13个社区联合工会和1个西单特色街婚庆行业工会联合会， 建会企
业总数768家， 会员12000多人。 西长安街街道工会服务站2013年被评为 “北京市模范职工之家”， 目前工作人员有
9名， 对企业工会的管理和服务覆盖面可达到100％。

【工会名片】

为企业送书

两委委员参观大数据中心和南北长街准物业管理中心

第四届“明珠杯”职工象棋比赛

工会财务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