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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绘新时代东城女职工发展新蓝图

工作中， 各级工会女职工组
织扎实推进工会女职工组织规范
化建设， 不断提高工会女职工干
部队伍素质， 加强服务女职工能
力建设， 增强女职工组织生机和
活力。

首先， 继续坚持工会女职工

组织与工会组织的 “三同时” 原
则 ， 以工建带动女职工组织建
设， 到目前， 该区已建会单位女
职 工 组 织 同 步 组 建 率 稳 定 在
100%， 女会员93146人。

其次， 在推动企事业单位普
遍建立工会组织的同时， 从源头

上规范女职工组织的组建、 工作
制度和工作内容， 实现了女职工
组织工作的规范化。

第三 ， 坚持按照 “选优配
强、 保障待遇” 的要求配备女职
工委员会主任， 并全部享受同级
副主席待遇。

工作中， 东城区女职工委员
会落实市总工会 《关于进一步加
强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组织建设工
作的意见》， 加强对 《工会女职
工委员会工作条例》 落实情况的
指导和监督检查。 各级工会女职
工委员会要适当增加劳动模范、
基层一线代表的比例， 聘请劳动
模范、 基层一线职工担任兼职女
职工委员会副主任， 增强工会女
职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广泛性和

代表性。 进一步加强区域性、 行
业性工会女职工组织建设， 不断
扩大工会女职工工作对新领域、
新阶层、 非公企业和小微企业的
有效覆盖。 开展专题业务培训、
工作交流活动。 注重调查研究，
强化责任意识， 切实履行好维护
女职工各项权益的工作职能。 确
保工会女职工组织健全、 制度规
范； 人员到位、 待遇落实； 突出
特色、 履职尽责。

2018年， 东城区女职工委员会在工作中紧紧围绕 “一条主线、 四
个重点” 的战略任务， 围绕协调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经济社会平稳
快速发展， 切实找准推动女职工全面发展和权益维护工作的切入点，
全面推进女职工组织建设， 在融入全会整体工作中不断丰富、 创新
“项目制” 品牌服务活动内容， 团结和带领全区女职工， 共绘新时期
东城女职工发展新蓝图。

今年， 在工作中， 东城区各
级工会女职工组织和工会女职工
干部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要政治任务， 引导女职工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会议精神上来，
指导、 推动工会女职工工作创新
发展。

同时， 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与工会女职工工作密切结合起

来， 把女职工工作放到工运事业
发展全局中去思考 、 定位 、 布
局， 用新思想指导工会女职工工
作， 提升服务女职工的水平和能
力。 此外， 勇于和善于推进工作
的创新和转型， 把工会女职工组
织打造成整合各方资源手段的有
效载体平台， 要充分发挥平台优
势， 努力形成共同推进女职工工
作的强大合力。

整合各方资源 建立有效载体平台

开展精准化服务 提升品牌服务水平
深化 “送保障” 品牌。 继续

加大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签订力
度， 把非公中小微企业、 民办非
企业单位作为重点领域， 加强落
实 “四期” 保护待遇。 完善女职
工民主参与、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
督的工作机制。 加大劳动法律法
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 为
权益受到侵害的女职工和女农民
工提供法律援助。

深化 “送知识” 品牌。 依托
全国和首都女职工素质教育基地
开展各类专题讲座与培训， 开展
女职工特色的巾帼建功劳动竞
赛、 岗位练兵、 岗位比武、 技能
竞赛活动。 女职工参与率要达到
95%以上。 深入挖掘职工中的女
工匠和女能手， 树立一批女性能
工巧匠和技术达人的先进典型。
在女劳模、 女职工创新工作室中
推选 “巾帼创新工作室”， 充分
发挥女劳动模范和女性高技能人
才的示范引领作用。

深化 “送文化” 品牌。 在充
分调研女职工需求的基础上， 开
展丰富多彩的女职工兴趣培训
班。 同时， 举办 “品味生活·共
享文化” 女会员专享活动。 推进
女性 “关爱角” 建设， 依托工会
服务站、 职工之家， 借助职工书
屋为女职工订阅女性喜爱的报
刊、 书籍和杂志。 此外， 东城区
各级工会女职工组织把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重要
内容 ， 引导女职工坚定理想信
念、 发扬 “四自” 精神， 通过开
展丰富多彩、 喜闻乐见的活动，

营造弘扬主旋律、 树立新风尚、
建设幸福家庭的浓厚氛围。

深化 “送关爱” 品牌。 继续
关注因病、 因灾致困的女职工、
单亲女职工、 女农民工等特殊女
职工群体 ， 组织 “温暖在您身
边” 活动。 与此同时， 关心在职
女劳模群体， 缓解她们的心理和
工作压力， 引领她们在职岗位做
贡献。 定期开展心理咨询活动，
缓解女性心理压力。 此外， 继续
推进 “母婴关爱室” 建设， 对于
有孕期、 哺乳期女职工但尚未建
立 “母婴关爱室” 的单位给予指
导并推动其尽快建立。 继续探索
在公共场所等对外场所建立更加
专业和完善的 “母婴关爱室 ”。
在暑期来临时， 开展职工子女暑
期托管服务， 支持具备条件的机
关、 企事业单位开设 “职工子女
暑期托管班”。

深化 “送健康” 项目。 举办
“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之第八届
女职工环龙潭健步走活动、 女职
工工作者趣味 （登山） 运动会等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督促用人
单位加大对女职工健康的关注程
度， 做到每年组织女职工专项体
检， 每两年组织女职工进行一次
全面健康体检 。 继续组织本地
区、 本系统、 本单位内东城区户
籍35岁以上女职工参加宫颈癌、
乳腺癌免费筛查工作。 扩大参加
“女职工妇科病与乳腺疾病免费
（优惠 ） 体检 ” 的女职工范围 。
鼓励支持女职工参加女职工特殊
疾病保障计划。

强化自身建设 推进组织建设规范化

———东城区总工会召开第二届女职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2017年关键词：新进展+新成效

2017年， 东城区女职工委员会在区总工会的领导下， 在市总工会女职工部和区妇联的指导下， 围绕东
城区 “一条主线， 四个重点” 的战略任务， 在融入全会整体工作中不断丰富、 创新、 完善以维护女职工合
法权益为主线的 “项目制” 品牌服务工作体系， 加强源头参与， 推进普惠服务， 提升服务能力， 注重机制
建设， 着力整合资源， 努力增强女职工在改革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 新成效。

加大源头参与力度 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
深入推进女职工专项集体合

同。 首先， 以签订女职工专项集
体合同为抓手提高维权实效， 加
大推进行业性、 区域性女职工专
项集体合同的工作力度， 实现了
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覆盖率占已
签订集体合同企业的100%。 其
次， 将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和新修订的 《北京市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 相关内容纳入女
职工专项集体合同 ， 加强落实
“四期” 保护待遇。

大力维护女职工经济权益。
首先， 加大对女职工的法律服务
力度， 引导女职工理性合法有序

的表达利益诉求。 2017年， 东城
区各级调解组织共受理了女职工
案件580件， 调解成功271件， 涉
及金额近442.26万元； 为女职工
提供法律援助12件， 涉及金额近
163.91万元。 其次， 提高在职女
职工参保覆盖率。 东城区女职工
累计参加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
助保障计划人数28145人 ， 投保
金额 996160元 ， 累计赔付金额
342000元。

强化落实女职工政治权益 。
强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确保女
职工代表的比例。 全区共有职工
代表16748人， 其中女职工代表

8713人， 占代表总数的52.02%。
扎实做好女先进人物选树工

作 。 通过层层推选 、 审核 ， 王
慧、 李淑萍、 段金梅、 申玉荣、
果淑兰等5名女职工荣获首都劳
动奖章， 薛丽霞被评为全国 “五
一” 巾帼标兵、 严佶被评为北京
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个人。

开展调研为政府决策建言献
策。 参与全总、 市总 “关于生育
政策调整后如何帮助青年职工解
决生育后顾之忧专题调研”， 组
织专题调研， 下发调查问卷， 了
解职工思想动态， 为政府决策提
出意见和建议。

深化“项目制”服务 促组织活力与影响力提升
工作中， 区女职工委员会将

女职工活动融入全会工作， 打造
“项目制”品牌服务活动，为女职
工的成功、成长、成才搭建平台。

开展 “送知识” 活动。 各级
工会女职工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各具特色的岗位练兵 、 劳动竞
赛， 并依托 “首都在职职工职业
发展助推计划” 和职工职业技能
提升平台、 全国和首都女职工素
质教育基地， 深化职业道德、 学
历培训、 技能培训、 岗位培训等
女职工职业素质教育。 全年共有
302名女职工参加了9个工种的劳
动竞赛， 占参赛职工的30%。

开展 “送文化” 活动。 举办
“品味生活·共享文化” 东城女会
员话剧专享活动， 联合东四工人
文化宫举办了 《我是月亮》 女职
工话剧专场， 依托12351平台为
持工会服务卡的东城区工会女会
员提供免费看话剧活动。 同时，
开展 “幸福之家” 创建活动。 93
个职工家庭通过讲家庭和谐故
事、 展家庭文明风采、 秀家庭未
来梦想， 展现了良好的家庭精神
风貌， 其中62个家庭被评为优秀
家庭。此外，各街道依托工会服务
站、职工之家、职工书屋建设建立
“女性关爱角”， 为女职工订阅女
性喜爱的报刊、书籍和杂志。

开展 “送关爱 ” 活动 。 首
先， 在女职工有需求的企业新建
6个 “母婴关爱室”， 在新世界百
货公司建立了全区第一家对外开
放的 “母婴关爱室”， 并对新建
“母婴关爱室” 给予一定的资金
支持。 其次， 在市、 区总工会的

支持下， 崇外街道总工会开办首
期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 为近30
名职工解决后顾之忧。 此外， 朝
阳门街道总工会、 前门街道总工
会、 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会也应
职工的要求， 开办了短期暑期子
女托管班。 第三，组织“弘扬巾帼
工匠精神 喜迎党的十九大”在职
女劳模座谈暨“走近身边的劳模”
茶文化培训。第四，组织 “点燃希
望” 困难单亲女职工 “回娘家”
座谈活动， 与4名困难单亲女职
工面对面交流。 第五， 在金秋时
节举办“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第
七届女职工干部趣味运动会， 百
余名工会女职工干部参与比赛。

开展 “送健康 ” 活动 。 首
先， 举办 “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第七届女职工环龙潭健步走活
动, 全区百余名女职工积极参与。
其次， 在东城工人文化宫和崇文
工人文化宫共举办瑜珈班13期，

涉及女职工近500人。
与此同时， 各基层工会女职

工委员会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女职
工文化活动。 龙潭街道总工会举
办了女职工 “爱心分享 烘焙甜
蜜”工会服务卡专享活动；朝阳门
街道总工会举办 “阳台温室型小
菜园”专题培训；北新桥街道总工
会举办 “巧手女人 健康生活”为
主题的巧手钩织玫瑰花、 美妆大
课堂、时装服饰展示系列活动；天
坛街道总工会组织家庭花卉种植
养植技术专题讲座活动； 东花市
街道总工会与妇联联合举办 “女
职工风采大讲堂”；交道口街道总
工会与妇联开展“香气四溢”手工
制香活动。教育工会举办“走进百
工，品味传承”三八节主题体验活
动； 卫计委工会举办了女性健康
大讲堂； 佳源公司工会举办了踢
毽子比赛； 东城区地税局工会组
织女职工健步走活动等。

推进规范化建设 自身建设得到加强

开展“走进身边的劳模”在职女劳模风采展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