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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果果与与改改革革
工工会会工工作作

德胜街道位于西城
区东北部， 与朝阳、 海
淀、 东城三区接壤。 辖
区 总 面 积 4.14平 方 公
里， 含主要大街10条，
街巷28条 （目前实行街
巷长制）。 共有23个社
区， 常住人口15万， 是
北京市科技研发、 高端
交易、 金融后台和文化
创意产业的聚集地。 德
胜街道总工会成立于
2010年， 2011年7月开
始实行工会经费税务代
收与建会工作， 截止到
2016年底， 辖区已建立
工会组织3055家， 发展
会员22306人， 办理工
会 会 员 互 助 服 务 卡
21721人。 街道总工会
下属308家基层工会委
员会， 23个社区联合工
会， 1家餐饮行业和一
个社会工作者联合会以
及 13个楼宇工会联合
会。 建立并完善了街道
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女
工委员会组织 。 截至
2017年9月底， 共有会
员19726名， 持京卡会
员18535名。

【工会名片】

大数据奏响工会普惠制服务新乐章
———西城区德胜街道总工会走精准服务之路

“互联网+工会”
大数据技术助力普惠服务

工会数据信息是政府大数据
信息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会
作为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群众组
织， 自觉服从和服务工作大局，
主动参与、 深度融入、 积极运用
大数据 ， 是工会组织的职责所
在。 在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
祥看来， 运用大数据是工会工作
创新发展的内在需求。 “我们街
道工会有自己独立的台账， 还有
一个数据库， 地区所有会员单位
的信息都在这个数据库里。” 陈
洪祥说。

依据 “互联网+” 技术， 德
胜街道工会打造 “互联网+工
会+普惠性服务” 平台， 建立会
员信息管理数据库， 依据数据库
形成不同类型的台账。 台账内容
包括会员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参与活动等。 按照会员单位人数
数量的不同， 分为 “德胜地区基
层工会委员会企业台账”、 “社
区联合工会企业总台账”、 “楼
宇工会联合会企业总台账” 等。
“通过台账， 我们可以清楚了解
到地区所有会员单位的信息动
态， 这样可以更加方便我们落实
普惠活动。” 陈洪祥说。 为了让
职工 “有惠可得”， 进一步落实
精准普惠服务 ， 陈洪祥提出了
“四个一” 目标， 包括办一张工
会会员证 、 建一张会员服务京
卡、 享一项普惠制服务、 开展一

次工会活动。
地区工会会员专享服务系列

活动 ， 是德胜街道总工会借助
“互联网+” 技术开展的一项系
列活动。 为让更多的会员职工参
与 到 “北 京 工 会 12351” 手 机
APP下载活动中来， 彰显工会活
动的普惠特色， 提供精准化贴心
服务， 德胜街道总工会搭载 “北
京工会12351” 手机APP下载活
动， 分期分批开展会员专享服务
项目， 全部采取手机APP扫码刷
卡参加。 从去年的三项活动到今
年6月底已开展了7个专享服务项
目， 包括 “地区会员刷卡领取雨
伞、蛋糕券、保温杯、电影票”等。
截至5月底 ， 地区APP注册人数
达3331人 ， 7123人通过扫二维
码参与， 参与人数达15313人次，
深受广大职工会员的欢迎。

德胜街道总工会依托大数据
技术落实普惠制服务的做法， 也
得到北京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
务副主席曾繁新的赞扬， 同时吸
引了其他工会前来交流学习。 对
于德胜街道总工会多次作为典
范， 迎接全总以及其他省市区及
街道工会的调研和学习， 陈洪祥
感觉到很荣幸 ， 但也有很大压
力， 同时也是一种相互交流、 学
习的机会。

特色职工活动
彰显“德胜style”

街道总工会本着增强广大职
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坚持普惠
制与特色服务相结合， 有针对性
的抓好不同行业、 不同区域的职
工服务， 精心策划和组织形式多
样、 内容丰富、 职工广泛参与、
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 “我们工
作的方向就是开展让职工看得
见、 摸得着、 确实能享受到实惠
的活动， 不断满足职工精神文化
和健康生活普惠化要求。” 陈洪
祥说。

从读书征文演讲比赛到登山
系列活动； 从体育比赛到给员工
集体过生日； 从一线员工走进国
家大剧院、 人民大会堂欣赏新年
音乐会到看开心麻花、 听嘻哈包
袱铺相声； 从女职工职业风采礼
仪讲座及展示到观花赏花购花；
从单身联谊交友到法律讲座。 街
道总工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广大职
工特别是一线员工真切感受到工
会大家庭的温暖 ， 让职工在幽
默、 风趣、 悠闲的艺术形式中，
在欢快 、 优雅的乐曲中开阔眼
界， 释放压力。

此外， 为了使工会活动更具

专业性、 广阔性、 多样性、 特色
性， 街道总工会通过购买社会服
务， 助力工会组织激发活力， 开
展特色活动 ， 服务地区广大职
工， 使工会服务职工的项目得到
拓宽， 服务职工的机制更加多元
化。 其中， 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
的地区双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
地区首届职工趣味运动会、 地区
职工羽毛球比赛、 社区职工家庭
安全亲子课堂 、 楼宇企业员工
“午间工作坊” 等活动。 陈洪祥
告诉记者： “对于不能参与活动
的企业和职工， 我们通过普惠制
的方式进行， 我们的目标就是：
每年每一名职工至少收到街道总
工会发给的带有宣传工会的礼物
（水杯、 笔记本、 雨伞、 保温杯
等， 每年不同）， 每一名职工每
年至少参加一次由工会组织的一
次活动。”

通过各种活动的开展体现工
会服务企业、 服务职工和对员工
的真诚 ， 基本做到了年年有安
排 ， 月月有活动 。 通过这些活
动， 调节了地区员工们紧张的工
作情绪， 促进了企业和职工的稳
定与和谐 ， 增强了工会的吸引
力、 感召力、 凝聚力。 职工参与
工会活动的数量、 参与次数逐年
提高。

加强工会建设
提升工会工作水平

学而时习之， 在这个快速发
展的时代下， 为了更好地做好工
会服务工作， 街道总工会不断加
强自身建设。 年初， 街道总工会
继续开展了 “工会工作职工代表
来测评” 活动， 组织有282人参
与 “2016年德胜地区基层工会及
会员代表对街道总工会的测评”，
用职工满意不满意 、 欢迎不欢
迎、 支持不支持作为工会作风建
设的标准， 把工会组织切实建设
成为职工依赖的 “职工之家”。

加强工会建设， 在硬件上 ，
在街道工委办事处的大力支持
下， 德胜街道新的工会服务站于
去年年初建成并入驻， 240平方
米的办公和服务环境， 为企业和
职工提供了坚强的硬件保障。 软
件上， 制定和健全各项服务与管
理制度， 加强队伍建设， 统一服
装与标识， 加强业务培训， 实行
规范化管理， 一站式服务， 方便
企业和职工， 提高每个工作人员
综合业务的服务能力。 在人才建
设方面， 举办了两批次地区基层
工会财务人员培训会， 企业工会
财务人员和工会负责人近200人
参加。 举办劳动争议调解和劳动
法律学习培训， 及时调处因劳动
关系产生的矛盾， 把矛盾化解在
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态。 举办财
务人员、 基层工会主席等各类业
务培训。

对于工会改革， 陈洪祥认为
改革势在必行， 尤其是在现在互
联网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
现状下， 新事物发展的速度促使
工会要提升自身的发展速度。 改
革的方向和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
服务职工 ， 所以要盯紧这个方
向， 改革一定能实现更好的为职
工服务的目标。

“竭诚为企业， 为企业发展
添动力； 真心为职工， 为职工服
务办实事。” 这是德胜街道总工
会的服务理念， “热情、 耐心、
优质 、 高效 ” 是工会的服务态
度。 德胜街道总工会以普惠化服
务为重点 ， 以精准化服务为目
标， 依托大数据技术， 不断提升
服务职工的能力和水平， 真心为
职工办实事、 解难事、 做好事，
奏响了普惠服务的新乐章。

德胜地区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签约仪式 孩子们在德胜暑期托管班做游戏玩耍 会员下载APP扫码参加活动

组织先进职工疗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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