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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政治性
团结职工坚定跟党走

十九大召开前夕， 街道总工
会工作人员通过走访、 倡议、 职
工志愿者带动等方式， 号召辖区
职工以实际行动迎接十九大的召
开。 期间， 辖区职工志愿者身穿
蓝马甲活跃在大街小巷， 从生产
安全、 生活安全、 食品安全、 交
通安全、 环境安全等各个方面开
展了巡查。

同时， 东高地街道总工会根
据各社区和企业单位生产经营实
际情况， 带领职工学习十九大精
神。 通过对十九大精神的学习，
使东高地街道总工会深刻认识到
十九大报告中的内容与民生息息
相关。 从服务大局出发， 街道总
工会动员辖区职工， 全力参与了
“创建首都文明区” 以及 “疏解
整治促提升” 等专项行动。

活动中， 来自东高地街道机
关、 社区、 非公企业、 驻区单位
的近500名职工志愿者走上街头，
通过宣传动员、 清理整治、 入户
劝解等方式， 治理辖区环境、 疏
解非首都功能。 共发放各类宣传
材料12000余份 ， 清理各类垃圾

800余吨， 拆除违法建筑12000平
方米， 整治硬化路面2000余平方
米、 拆墙打洞34处， 开展疏解整
治， 治理散乱污企业42家， 疏解
制造企业1家， 清退小商户300余
户， 1000余人， 有效排除了辖区
的安全隐患。

突出先进性
围绕大局开展工作

一直以来， 街道总工会牢记
保持思想先进性的重要性， 把提
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作为重要工
作来抓。 为增强职工主动性， 发
挥创造性、 发展先进性， 街道总
工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加强辖
区职工的精神文明建设， 为5人
以上建会企业免费订阅 《劳动午
报》 和 《北京日报》 等刊物， 为
企业职工提供精神食粮 ； 开展
“悦讲·悦享” 系列活动， 由职工
自己选题、 组织材料， 向其他职
工讲述自己身边的历史、 文化变
迁， 提高职工的文化素养； 组织
辖区职工学习各种相关法律知
识， 增强职工自助、 自救的法律
意识； 开展心理减压课程学习，
让职工能够正确认识工作和生活
中遇到的压力， 以正确的心态面

对工作和生活； 在辖区内广泛宣
传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 引领职
工树立大局意识。

此外， 自首都职工志愿者东
高地服务大队成立以来， 街道总
工会已吸纳498名注册职工志愿
者。 街道总工会大力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 ： 一是持续开展困难帮
扶， “两节” 期间， 街道总工会
主席带领志愿者， 走进劳模和困
难职工家庭， 为劳模、 困难职工
及家属 “送温暖”； 二是以各志
愿服务分队为单位， 定期开展以
“美化环境， 志愿先行” 为主题
的环境清理活动； 三是以 “相互
关爱， 服务社会” 为主题多次开
展了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是街道
总工会与驻区单位和非公企业共
同开展了 “我们和你在一起” 东
高地街道蓝马甲在行动志愿服务
项目。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 志愿者
们通过现场答疑， 上门调试维修
等方式为辖区职工及家属解决了
关于电视、 网络、 电话等方面的
问题和故障近百件次； 通过走访
慰问、 美化环境， 让职工志愿者
走到了每位辖区住户的身边， 走
进社区， 扩大了首都职工志愿者
服务队伍在居民百姓中的影响。

工作中， 为更好地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 完成区总工会布
置的各项工作， 街道总工会坚持
提高政治素养、 理论水平和业务
能力， 以多种方式开展学习： 一
是坚持开展每月两次的政治理论
学习。 以 《北京日报》 和 《劳动
午报》 等报刊为教材， 了解党和
国家的政策动态， 了解工会工作
的重点； 二是在全国两会、 党的
十九大等重要会议举行期间认真
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 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 ， 用理论指导实
践， 坚持将工会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坚持每周一次科务会。 通过
回顾一周工作， 对工作进行阶段
性小结， 并对接下来的工作进行
梳理 ， 明确任务和目标 ， 有重
点、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四是
不定期召开研讨会， 针对工作中

遇到的难点问题开展讨论； 五是
开展阶段性工作总结会 ， 在年
中、 年底对前期工作进行总结，
总结经验， 寻找不足， 更好地开
展下一阶段的工作。

突出群众性
服务职工不懈怠

为发挥好工会组织在企业中
的作用， 引领带动职工推动企业
的健康良性发展， 东高地街道总
工会把积极推进建会、 发展会员
工作放在工作的首位。 今年， 街
道总工会在工会主席龚继萍的带
领下， 提前谋划， 及早制定了东
高地街道2017年建会工作方案 ，
并将任务分解到各社区联合工
会。 在工作实施中一是做好对辖
区企业情况的核实工作， 做到底
数清、 情况明； 二是按照前期掌
握的情况采取加强宣传、 主动出
击的方式， 按照包片分工， 与社
区一起对片区内的企业， 将政策
宣传到企业， 宣传到职工； 三是
7月至9月， 分别在10个社区和万
源广场举办了共11场职工沟通
会。 截至目前， 街道社区联合工
会新增小微企业19家、 新增会员
116人。

“你好，我能借用一下卫生间
吗？ ”“你好，我可以借用微波炉热
饭吗？ ”“小伙子，天气这么热，来
喝一瓶冰红茶吧，解解暑！ ”东高
地街道总工会在户外服务者服务
站点建设的基础上， 不断拓展和
丰富工会服务项目， 让户外劳动
者更多地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怀
和温暖。 在配备冰箱、微波炉、医
用药箱、 饮水机、 座椅等基本设
施，满足户外劳动者加热食品、就
餐、饮水、休息等基本需求的基础
上，服务站开展了“送清凉”等活
动，为建会企业职工、户外作业劳
动者和职工志愿者等送去了凉
茶、牛奶、水果等价值35000元的
慰问品。

帮扶救助是工会工作的重要
内容， 街道总工会和各基层工会
坚持做好困难职工的走访、 慰问

和帮扶工作。 除了开展两节送温
暖、 助残日送慰问活动， 还对辖
区内3名残疾困难职工建立困难
职工家庭情况动态跟踪制度， 切
实为困难职工排忧解难。 同时，
街道总工会与街道社保所、 劳动
科等相关科室联合， 多渠道收集
岗位信息开展公共就业服务。

今年以来 ， 通过 “春风行
动”、 “送清凉”、 “金秋助学”、
“送温暖” 及捐款捐物、 临时应
急救助等方式， 街道总工会帮扶
服务职工数百人， 救助大学新生
4人18000元， 救助因灾因病困难
家庭和城市特困人员 330278.41
元； 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享
受医疗 “二次报销” 的职工会员
为755人， 金额114467.28元。

一直以来， 东高地街道总工
会都致力于以文化凝聚职工， 丰
富职工的文化生活， 树立文明生
活风尚， 打造先进的文化氛围。

倡导文明的家庭文化氛围 。
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了 “五月的
鲜花” 活动、 咖啡精品课活动 、
DIY艺术插花活动 、“我运动 、我
健康、我快乐”亲子运动会，提升
职工的家庭生活品味， 融洽亲子
关系，构筑和谐的家庭氛围。

倡导文明的企业文化氛围 。
为辖区企业和职工组织开展的春
季趣味运动会、 毽羽球比赛、 乒
乓球友谊赛、 秋季职工运动会、
“丰采杯” 跳绳比赛、 迎国庆职
工健步走、 “丰采杯” 羽毛球比
赛等活动拉近了职工与职工、 职
工与企业、 职工与工会以及企业
与工会之间的距离， 构建了友爱
的企业氛围。

倡导文明的民俗文化氛围 。
近年来 ， 街道总工会持续开展
“文明祭扫”、 “粽叶飘香浓情端
午”、 金秋登山赏红叶、 “曲艺
讲座” 等活动， 弘扬民族文化，
倡导文明和谐的庆祝方式。

今后 , 东高地街道总工会将
继续加强基础建设、 提升服务质
量、创新服务模式，大力开展“星
级服务站”建设，打造地区服务品
牌，开创工会工作的新局面！

2017年,东高地街道总工会在街道工委、 办事处的
领导和区总工会的指导下，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紧紧围绕区
总工会工作要求， 以创建 “学习型、 创新型、 服务型
工会” 为目标， 以 “促进企业发展， 维护职工权益”
为宗旨， 注重固本强基， 立足服务职工， 多措并举，
努力打造职工温馨家园。

开展职工沟通会活动

商务楼宇工作站职工志愿者开
展志愿宣传活动

－职工志愿
者为辖区住户维
修电视故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