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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名片】
陶然亭街道位于西城区的东南部， 辖区总面积约为2.14平方公里， 其中陶然亭公园占

地0.59平方公里，区域内共有大、小街巷63条。 辖区以微小企业为主， 有8个社区联合工会，
截止到2017年上半年陶然亭街道总工会辖区单位399家， 持卡会员3238名， 新发展会员
100余名。 目前工会服务站工作人员6名，其中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4人，退休返聘人员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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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服务
促工会改革创新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2017年改革发展纪实

当前， 工会改革破旧立新，
适应职工群体新状况、 新需求，
可以提高工会干部工作效率， 焕
发活力。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主席
张秀华说： “做强基层是工会改
革创新的重要内容， 有效利用资
源下沉， 使工会组织增强吸引力
和凝聚力， 更好地维护工人阶级
团结统一和职工队伍稳定， 让职
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是 ‘职工
之家’。”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在工会改
革的贯彻实施中， 积极组织学习
了解关于工会改革的相关文件，
深刻领会工会改革的要点， 认真
制定和实施工作规划， 完善和坚
持各项管理制度， 加强工会自身
建设。 强化责任担当， 坚定改革
信心， 增强 “四个意识”， 切实
推进工会改革创新。

同时，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加

强工会财务规范化建设。 2017年
1月至6月， 会计核算服务中心接
受来人、 来电工会经费使用咨询
210人次， 签订工会经费办理报
销业务代管协议书10家， 为100
余家企业办理报销业务。

据悉， 针对专职工会工作人
员新、 业务不熟悉的情况， 为提
高人员素质 ， 陶然亭街道总工
会不定期按照不同业务专题进行
讲座。

与此同时， 陶然亭街道总工
会在人员配备上采取以老带新的
模式， 通过传帮带， 加强年轻人
的使用培养力度， 充分发掘新人
在电脑技术上、 文字写作等方面
的优势。 街道总工会采取责任制
管理， 每位工作人员明确任务目
标， 有效地保证了目标明确、 责
任到人， 做到管理精细化， 并能
有效追踪工作进度。□刘祖凤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深入开展
节日慰问、 困难职工帮扶活动、
服务劳模工作等 “送温暖 ” 活
动， 在精准服务上下功夫， 进一
步加大对职工帮扶救助的力度。
张秀华等一行人春节前走访慰问
辖区5名困难职工， 发放生活补
助和医疗救助， 并对辖区内4名
因大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职工
予以补助。 工会用实际行动关爱
困难职工， 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

在服务劳模工作方面， 陶然
亭街道总工会为劳模发放春节帮
扶慰问金， 发放公园年票、 生日
券； 为5名困难劳模补助医药费
39796元。 街道总工会关心劳模
的工作和生活 ， 营造 “尊重劳
模， 关心劳模， 爱护劳模， 争当
劳模， 争做一流职工” 的和谐氛
围； “五一” 国际劳动节来临之
际， 街道总工会还组织辖区百余

名优秀会员观看评剧 《金沙江
畔》。

街道总工会努力做好职工互
助保险工作， 目前已为多名在职
职工办理了在职职工住院保险保
费的收缴及续保工作和医疗保险
的超大额理赔。 每季度认真开展
暖·互助 “二次报销” 受助会员
信息核实工作， 让受助会员知晓
“二次报销” 和受助情况， 确认
受助会员个人信息和所属单位的
准确性， 努力提升职工互助保障
工作和服务精准化水平。

谈到工会是怎么了解职工需
求时， 张秀华告诉笔者， 一是通
过QQ平台， 职工们对活动进行
留言及评价， 这样可以直接听取
职工建议； 二是召开座谈会， 通
过各基层工会相关负责人了解职
工需求； 三是日常走访企业时与
一线职工面对面交谈， 了解他们
的需求。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深入了解
职工需求， 依托市总工会12351
信息服务平台， 多形式开展文体
活动， 提升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品
质， 做好职工服务工作， 从而扩
大工会组织的社会影响， 提高工
会组织的凝聚力。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紧紧把握
工会改革的契机， 将普惠制与特
色活动相结合， 尽最大可能服务
好职工。 张秀华说：“依托市总工
会12351信息服务平台，普惠制服
务辖区会员， 而陶然亭地区运动
会是我们的特色活动， 每年600
余名职工参与 ， 目前已举办三
届。我们坚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
按需开展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增
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据悉，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年
初为工会会员发放免费庙会门票
2115张， 组织270名职工开展迎
新春才艺展示活动 、 礼仪培训
等； 三八妇女节组织150名工会
女会员开展服饰搭配讲座； “六
一” 组织辖区会员参加市职工服
务中心的 “大手拉小手， 幸福常
相随 ” 职工心理关爱服务周活

动； 街道总工会主席亲自带队走
访开展夏季 “送清凉” 活动。

同时，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积
极组织地区非公企业开展活动，
主要表现在： 组织非公企业优秀
会员代表到平谷石林峡景区参观
游览； 在端午节组织 “端午粽飘
香 相约什刹海 ” 的划船比赛 ，
共有50余名辖区非公企业工会会
员组成划船队参与角逐。

张秀华向笔者介绍， 陶然亭
街道领导高度重视街道总工会工
作， 在办公用房极其紧张的情况
下， 拿出了15平方米的用房建立
了母婴关爱室， 解决了女职工哺
乳难的问题， 增进了职工对工会
的认同感， 受到了女职工的一致
好评。

张秀华表示， 工会干部要成
为职工群众信赖的 “娘家人”，要
“恪守为民之责，多办利民之事”，
经常深入到职工群众中， 倾听职
工的愿望和呼声，及时给予他们
关心和照顾， 尽最大努力为职工
办实事、 解难事、 做好事， 充分
发挥工会职能作用， 使职工群众
切实感受到工会大家庭的温暖。

优服务 增强工会凝聚力

重维权
推进建会建家工作

2017年是北京市总工会改革
全面落地的重要一年， 也是工会
创造新业绩、 实现新跨越的奋进
之年。 上半年， 陶然亭街道总工
会在区总工会和街道工委的正确
领导下，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准确把握工
会的职能定位和优势所在， 以改
革为动力， 推进工会工作全面创
新， 着力加强工会自身建设， 强
化服务职工意识， 增强工会组织
凝聚力。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主席张秀
华向笔者介绍， 我们始终把依法
维权工作放在工会工作的首位来
抓， 全面落实区总工会 《关于深
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实施意
见》， 维护职工权益， 进一步促
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街道总工
会深入辖区企业 ， 宣传 《工会
法 》、 《劳动法 》 等法律法规 ，
在职工群众中广泛普及法律知
识 ， 引导广大职工提高法律意
识， 增强法治观念， 学会运用法
律维护自身权益。

在工资集体协商方面， 陶然
亭街道总工会分三步走： 一是对
辖区百人以上企业工资协商及集
体合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二是
协助独立基层工会进行工会法人
登记证书、 组织机构代码证合并
为加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工
会法人资格证书， 实行 “两证合
一、 一证一码” 的登记模式； 三
是有计划分步骤地对辖区企业签
订工资协商、 集体合同的执行情
况进行检查。

在建会及办理互助服务卡方
面，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在对信息
系统内的企业单位进行深入调查
摸底的基础上， 运用宣传、 组织
等多种手段， 推进工会组织向基
层拓展， 逐步实现工会组织和职
工入会动态全覆盖。

张秀华表示， 我们将进一步
推进工会建会建家工作， 结合工
作实际， 紧紧围绕中小企业建会
工作目标， 扎实维护广大职工的
合法权益， 积极开展建会工作宣
传， 让企业和职工充分认识到工
会在劳资纠纷处理、 工资集体协
商、 文体活动、 工会会员互助服
务卡等方面的作用。

夯基础 加强工会自身建设

街道总工会主席带队为健宫医院送清凉

街道总工会在端午节组织划船比赛

街道总工会开展“疯狂动物城”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