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工作模式
增强工会组织凝聚力

一直以来， 王佐镇总工会坚
持以 “情系职工、 凝聚力量” 为
宗旨， 推出 “三上三下” 的工作
思路、 “三联三情” 工作模式、
“三微三为” 服务体系， 不断创
新服务机制， 扩大覆盖面， 增强
凝聚力。

“三上三下” 工作思路 ， 主
导工会组织建设。 以工会服务站
作为服务职工的大平台和主阵
地， 按照 “三上三下” 的工作思
路， 通过打造一站式、 流动式、
代办式为一体的服务体系， 主导
工会组织建设。 一是调研下靠，
把重点工作纳入党委目标责任
制。 通过两轮下村入企摸底调研
将全年指标任务细化分解， 上报
镇党委， 明确将镇总工会重点任
务列入党委目标考核体系。 二是
资源下移， 服务平台上档次。 工
会服务站全员行动， 利用8月至9
月时段集中开展 “建会直通车服
务月” 活动， 以镇中心商业聚集
区为轴心 ， 通过一站式 、 流动
式、 代办式为一体的服务体系，
广泛吸纳小微企业集中建会。 三
是服务下沉， 建会成效上台阶。
明确独立建会企业的工作是全年
工作的重中之重， 通过深入企业
与负责人面对面、 职工沟通会心
连心等多种形式， 全镇现有工会
组织447家， 其中： 独立建会企
业41家 ， 覆盖小微企业 406家 ，
工会会员7370人。

“三联三情” 工作模式 ， 推
进工会组织建设。 镇总工会在建
会工作中主打温情牌， 通过服务
站工作人员与企业联系增感情、
与职工联系暖心情、 用服务联动
解忧情为内容的 “三联三情” 工
作模式于无声处见真情， 推进工
会组织建设。

“三微三为” 服务体系 ， 助
力工会组织建设。 “微信” 传递
为职工服务的声音 。 自 2015年
初， 镇总工会创建了 “王佐镇总
工会” 微信公众平台， 定期每周
推送两期动态信息。 平台采用官
方微信公众号与服务站工作人员
个人微信 “双轮驱动” 模式， 开
设 “政策法规”、 “互助保障”、
“品牌活动”、 “招聘信息发布”
等会员服务专栏， 利用新媒体平
台， 助推王佐建设快速发展， 主
动出击传递正能量。

“微册” 宣传为职工服务的
政策。 为更好的服务企业与服务
职工， 让不同群体认知工会， 让
更多职工加入工会， 镇总工会主
导制发了 《王佐职工工会服务手
册》 2000册， 下发至镇域集体企
业 、 非公企业的职工及小微商
户， 促进建会工作顺利展开。

“微活动” 展现为职工服务
的内涵。 镇总工会坚持 “以活动
展形象、 以活动创品牌、 以活动
送服务、 以活动促发展” 的工作
理念， 注重利用地区旅游资源优
势， 注重发挥该镇大群团部门特
点， 统筹、 设计全年服务职工的
系列品牌活动。 年内， 已相继组
织了业务培训、 劳模宣讲、 技能
培训、 志愿公益、 参观实践、 创
业就业、 普法维权、 全民健身、
婚恋交友、 读书征文十大特色主
题活动。 同时， 尝试将活动的触
角延伸到未建会企业和筹备建会
的企业职工， 充分发挥王佐工会
独特的服务内涵， 有效提升工会
组织的感召力和向心力。

维权工作规范有序
职工获益匪浅

坚持依法维权。 通过强化源
头维权、 开展协商维权、 推进民
主维权 、 加大监督维权 ， 多层
次、 多渠道、 多形式的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 目前全镇职工队伍整
体稳定 。 全镇建会的38家企业
中， 已签订独立企业集体合同10
家， 区域性集体合同9份， 覆盖
小微企业28家； 已签订工资专项
协议12份 ,覆盖企业30家 （因其
它企业未到期）； 集体协商建制
率一直保持在84%以上。

举办 “王佐镇2017年春风行
动就业专场招聘暨政策宣传会”。
参与企业27家， 招聘岗位768个，
涉及销售、 财务、 美工、 护理员
等115个工种， 共吸引了近千人
进场咨询洽谈， 现场就达成就业
意向 316人 ， 政策咨询近 200人
次。 同时，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职
工维权、 职业指导、 政策解答、
法律援助等咨询平台， 现场当即
解答职工疑问， 进一步缓解了企
业与镇域从业人员的用工岗位需
求难的问题。

丰富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项
目。 相继开通了千灵山公园、 青
龙湖公园、 南宫温泉水世界及南
宫温泉庄园俱乐部等企业的互助
服务卡优惠服务项目； 开展抢温
泉套票、 杂粮及免费借书等特色
活动9次， 参与职工1100人次。

推进帮扶工作
解困难职工燃眉之急

近年来， 王佐镇总工会慰问
镇域一线职工7000余人， 发放消
暑用品价值13万元； 对35名困难
职工实施了系统化 、 动态化管
理， “两节”、 “三八节”、 “金
秋助学”、 “应急救助” 共走访
困难职工79人次， 累计发放各类
慰问物资22万元； 完成患病职工
申请理赔 7人 ， 赔付金额 2.8万
元； 完成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会
员二次报销手续1876人次， 报销
金额累计达34万元。

文化活动异彩纷呈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以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培养
健康向上情趣， 弘扬社会新风气
为宗旨， 精心打造了系列健康文
明、 昂扬向上的职工文化活动。
举办了乒乓球、 羽毛球、 足球、
健步走等比赛15次 ， 参与职工
800多人。 创办了艺术插花、 单
身职工联谊 、 红色爱国主义教
育、 职工读书征文、 健康养生等
交流互动的品牌活动， 从而延伸
了工会触角， 拓展了工作领域，
彰显出工会魅力。

工会工作任重道远， 王佐的
工会工作已经迈入创新发展的快
车道。 站在新的起点上， 我们将
以更加坚定的信心、 更加清晰的
目标、 更加饱满的激情、 更加有
力的措施 ， 固本强基 、 精准服
务， 引领广大职工为王佐经济与
社会实现新发展、 新跨越作出新
的贡献。

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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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作
迈入创新发展的快车道

■情系职工 ■凝聚力量 ■落地服务 ■砥砺前行近年来， 在丰台区总
工会和镇党委的领导下 ，
王佐镇总工会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 中
央群团会议精神， 围绕王
佐全面构建 “国际化、 花
园式、 旅游小镇” 的总体
目标， 创新服务机制、 拓
宽引领聚焦点， 着力打造
责任工会、 特色工会、 魅
力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