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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控股集团创建于 1984
年， 经过三十多年的拼搏奋斗，
现已成为在京、 冀、 闽、 法国巴
黎拥有总面积逾百万平米的九大
卖场， 集家居商场、 地产开发、
新能源、 保险、 国际贸易、 文化
创意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大型产业
集团。

目前， 集美控股集团有员工
千余人， 提供包括展员在内的就
业岗位万余个， 年上缴税金过亿
元。 集美控股集团诚信经营， 拥
有良好社会信誉与企业形象， 得
到党和政府高度认可。 集美集团
董事长赵建国历任十一、 十二届
北京市政协委员 ,连续多年担任
海淀区政协常委 、 海淀区工商
联、 总商会副会长职务， 2015年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并于2016
年至2018年间多次受到习近平总
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健全组织建设
永葆工会活力

2018年， 集美控股集团工会
继续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工会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 紧紧围
绕企业转型优化升级工作部署，
充分发挥非公企业工会职能作
用， 拓宽工会服务的渠道， 开展
以关爱、 维权和提升职工素质为
重点的工会工作 ， 团结凝聚职
工， 促进了企业健康、 有序、 科
学发展。

今年上半年， 集美控股集团
工会分别参加全国总工会， 市总
工会， 区总工会组织的学习班以
及现场会共4次。 主要内容都是
有关传达贯彻执行十九大精神，
努力做好工会工作。

集团工会服务覆盖职工千余
人， 包括展员近万人。 下辖3个
基层工会， 8个工会小组。 在集
团工会组织建设中， 既贯彻落实
上级工会组织要求， 又结合非公
企业运营特点， 结合企业实际情
况， 采用工会干部专职、 兼职相
统一的原则， 完善了集美集团工
会的组织建设。

目前， 集美集团工会主席下
设三名副主席， 以及财务审计委
员会、 女工委员会、 职工教育 、
工会宣传和职工权益保障共计五
项服务职能为集团职工开展服务
活动。 同时， 集团工会在基本的
组织架构基础上， 按照上级要求
建立完善了工会财务审计委员
会、 首都职工志愿者集美集团工
会服务队、 集美职工合唱团等由
大部分职工参与的多个工会组织
队伍， 并积极开展工会年度财务
审计、 职工志愿服务活动以及职
工合唱团彩排演出等活动。

集美控股集团工会主席郭志
立2004年入职集美 ， 2007年7月
任集美工会副主席、 2013年6月
任工会主席至今。 现兼任丰台区

工会委员、 北京市家具行业工会
联合会副主席 、 市总十三大代
表、 列席全总十六大。 2011年12
月荣获 “北京市优秀工会积极分
子 ” 称号 ， 2017年 6月被评 为
“北京市优秀工会工作者”。 在工
会组织建设工作中， 他始终站在
集团与职工的位置考虑， 不遗余
力地为工会工作作出贡献， 发挥
着工会工作者的光与热。

配合党建工作
紧跟时代脉搏

在党建工作上， 配合集团党
委积极开展各项党建工作。 2018
年6月25日， 集美控股集团庆祝
建党97周年 ， 以 “重走长征路
重温入党誓词 做新时代新担当
新作为合格共产党员” 为主题的
党日活动在通州第五际红色教育
基地隆重举行。 集美集团中高层
有关领导、 党员、 团员、 入党积
极分子、 工会、 妇联、 员工代表
约120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 ， 通过 “遇见红
船”、 “细说革命史”、 “重走长
征路”、 “重温入党誓词”， 集美
人切身体会到革命先贤艰苦卓绝
的奋斗史和热血洒疆场、 誓死为
人民的革命情怀， 集美人将凝神
聚魂迎接新时代， 担当实干勇创
新作为， 撸起袖子加油干， 以新
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合格共产党员
的奋斗精神， 开创集美集团新时
代的崭新篇章。

发挥组织效能
保障职工健康

2018年初， 集美集团工会组

织集团各店及各部门在职员工进
行了两年一次的健康体检。

此次体检活动的开展， 有效
保障了员工集体的健康权益， 及
时诊断出员工身上潜在的健康隐
患， 针对发现的部分员工健康问
题， 集美集团工会事后立即通知

到本人， 并叮嘱员工到三甲医院
去复查、 核实并治疗， 避免拖延
加重身体疾患。 通过体检发现，
总体员工的集体素质状况良好。
集美集团工会始终站在员工的利
益角度， 在保障员工权益方面从
不怠慢马虎。

送去组织祝福
凝聚企业精神

今年5月底， 集美集团工会
集中为300多位上半年生日的员
工举办庆生会。 300多人齐聚一
堂， 互相祝福。 通过活动， 员工
们充分感受到了集团领导对大家
的关怀和爱护， 感受到一份长者
对小辈的心意。 集美工会不断探
索创新工会活动形式， 时常组织
职工采摘、 看电影、 旅游、 文体
娱乐， 新颖多样的活动深受职工
的喜爱。 集美工会关爱职工， 做
到了集体生日活动全面覆盖。 职
工集体生日是集美工会的传统项
目 ， 由于职工人数多 ， 分布面
广， 工会实时做到对职工生日的
统计了解， 集体生日也一直坚持
了十多年。

提供宽广舞台
助力员工成长

在日常工作中， 集美集团工
会还充分发挥组织协调及配合援
助功能， 助推各项赛事赛程， 带
领集美职工站上一个个广阔鲜艳
的人生舞台， 为集美集团赢得了
若干美丽荣耀。

2018年上半年， 集美集团工
会先后组织职工合唱团高质量地
完成了三场演出。 其中， 参加大
红门地区庆七一红歌大赛获得了
第一名； 配合商学院樊登读书演
讲会进行了开场节目表演； 参加
了大红门地区优秀共产党员的颁
奖演出。

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 集美
集团工会带领职工挤出时间， 抓
住各个空余时间和机会紧张排
练， 为登上舞台绽放光彩的那一
刻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为集团赢
得了各项荣誉。

集美集团工会承接了北京市
总工会经济改革试点工作。 工会
领导仔细听取了职工的意见建
议 ， 全面分析工会经费使用情
况， 与党委研究了改革方案。 提
高了集美工会坚持多年的职工婚
丧嫁娶的慰问补贴标准， 得到了
上级工会组织的认可， 让职工感
受到工会的关爱。 多年来， 职工
们踊跃入会， 入会率几乎达到了
百分之百。 郭主席经常说： “员
工的要求其实并不高， 只要我们
用真心想着他们， 用真爱温暖他
们 ， 他们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
2018年， 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 为工会组织发挥作
用提供了有利机遇和广阔舞台，
同时也对做好工会工作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 集美工会将会一如
既往地在新的时代为集美职工代
言， 充分发挥集美工会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 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 为助力企业发展，
展现新形象， 做出新贡献。

有这样一个企业， 为确保申奥预留场地， 自行拆除6万平米的家居卖场， 损失数千万元， 没向国
家要一分补偿； “非典” 时期把账面上所有资金全部捐献一线医务工作者， 实现裸捐； 为支持首钢外
迁， 斥巨资租下带钢厂地盘， 接纳几百名员工。 这个企业的名字叫集美， 不忘初心， 关爱教育、 热心
公益、 扶危济困、 为国分忧， 为社会捐资、 捐物达数千万元。 在这个企业中， 有一群人用实际行动维
护职工利益， 助力企业发展， 他们就是集美控股集团工会的工会人。

履行工会职能 为企业发展蓄力
———集美控股集团工会工作纪实

组织职工到北戴河疗休养

搭建平台展示职工风采

组织开展职工岗位练兵和技能大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