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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 、 生活节奏的
加快、 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
健康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 而吃得健
康是基础。 基于拜耳作物科学的业
务性质， 该公司有丰富、 高品质的
农产品资源， 因此， 拜耳作物科学
工会建立了团购平台， 定期推出时
令果蔬。 目前， 已经成功团购过五
常大米、 赣南脐橙、 苹果、 葡萄等

各种农产品， 获得了所有会员以及
拜耳集团其他业务部门的高度认可
和积极响应。

在这一年里 ， 拜耳作物科学工
会在摸索中、 在丰台区总工会的关
怀和支持下走过了一年的岁月。 拜
耳作物科学工会对于工会工作的理
解也在不断加深， 对于会员的需求
也更加了解。 在过去一年中， 拜耳
作物科学工会工作深入人心， 得到
了会员的广泛认可。 随着十九大的
胜利召开， 作为党领导的工人阶级
群众组织， 拜耳作物科学工会高举
维护职工权益旗帜， 弘扬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中发挥工人
阶级的主力军作用。

09Yweekl
美美丽丽丰丰台台

本版编辑 张瞳 美术编辑 李媛 校对 吉言

关爱职工 从心做起
———拜耳作物科学工会成立一周年纪实

拜耳作物科学 （中国）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会
（简称拜耳作物科学工会） 自2016年11月17日成立以

来，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中国工会章程》
等法律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 力求全面履行工会的各项职能，
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促进企业生产发展及和谐。 截止到目前，

企业所有会员均已加入工会。
拜耳作物科学由于业务性质原因， 552名会员中除了在北京办公室

的122人外， 其余会员全部分散在全国各地， 特别是农业比较发达或集
中的乡镇， 这给拜耳作物科学工会开展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工会成立之后，
工作人员立即发展了各地区积极分子作为工会在当地的协调员， 负责开展当地
的工会工作。 同时， 委员会负责全面组织、 监督和管理。

在这一年里， 拜耳作物科学工
会分别于春节 、 中秋两个传统节
日、 向会员发放节日慰问品， 并在
会员生日当月提醒会员选取心仪的

生日礼品。 同时， 工会成立了关爱
基金， 对于生病、 住院、 贫困等困
难职工家庭进行慰问 ； 在炎炎夏
日 ， 为一线销售人员送去清凉毛

巾； 在台风、 雾霾等极端天气条件
下， 为职工发放生活、 防护等慰问
品。 工会为所有北京办公室的会员
办理了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关爱职工 营造温暖氛围及家的感觉

多样活动 增加企业凝聚力和职工归属感
在这一年里， 拜耳作物科学工

会在全国共成立了 24个文体俱乐
部 ， 本着 “健康工作 ， 快乐生活 ”
精神， 在业余时间组织了80余场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如： 羽毛球比
赛、 篮球比赛、 户外运动、 咖啡烘
培、 书画摄影、 智玩游戏等。

此外， 拜耳作物科学工会利用
开会地区/大区会员集中的时间举
办工会活动； 尤其是在重大节日期
间， 各区工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
活动， 如： 元宵节 “迎新春吃元宵

赏民俗 ”、 中秋节 “手工制作冰皮
月饼活动 ”， 清明组织近郊踏青郊
游活动， 立秋组织 “亲近自然， 鲜
桃之旅” 采摘活动等。 同时， 工会
不仅重视加强内部活动的开展， 还
积极与拜耳集团其他兄弟工会、 各
地外部企业工会举行联谊活动。

工作中， 拜耳作物科学工会为
提高会员业务技能、 丰富会员业余
文化生活、 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在
各大区都配备了图书角 ， 开展了
“爱阅读 ” 图书借阅及写作比赛活

动。 同时， 女工委员会也组织开展
了女性健康讲座 、 婴幼儿知识讲
座、 家庭讲座等活动。 在11月28日
公司年会期间， 工会举办了全国羽
毛球比赛 ， 9支参赛队伍上演精彩
对战， 来自6大区的4支职工拉拉队
自创设计编排的表演,更是点燃了赛
场激情， 给现场观看比赛的职工带
来了视觉上的盛宴。 同时， 全国性
摄影比赛 “二十四节气之流动时间
里的中国智慧” 也在大家的积极参
与中落下帷幕， 评出一二三等奖。

搭建平台 保证会员知情权和参与度
在这一年里， 拜耳作物科学工

会为保证政务公开， 加强联系和沟
通， 今年4月份正式上线微信平台，
所有拜耳作物科学的会员 ， 共计
552人已经全部注册登记 。 同时 ，
拜耳作物科学工会还建立了各级微
信群， 如： 委员会微信群 （10人）、
工会协调员大家庭微信群 （22人），
工会文体俱乐部部长微信群 （25
人 ）， 各大区工会 、 各俱乐部微信

群等。
此外， 拜耳作物科学工会除了

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工会委员会不
定期召开会议 ， 讨论工会工作安
排， 听取大家意见和建议并制定改
进方案。 同时， 委员会保持与上级
工会———丰台区总工会的密切联
系， 邀请相关领导对拜耳作物科学
工会新成立的组织进行培训， 并积
极参与上级工会组织的活动。

拜耳作物科学工会自成立以
来，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与工会主席
和副主席保持密切沟通， 在涉及员
工福利、 利益等问题时征求工会意
见建议。 截至目前， 拜耳作物科学
没有出现一次劳资纠纷情况 。 同
时， 拜耳作物科学工会在认真学习
职工互助保障服务手册， 研究适合
会员分布情况的补充保险险种。

关注健康 建立团购平台接地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