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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王春景
北京市总工会集体协商指导员、

平谷区总工会集体协商指导组组长

成功探索“弹性用工集体协商模式”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杨金花
丰台区长辛店镇总工会主席

王春景出生在京郊平谷深山区大
华山镇李家峪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让他同劳动有着
特殊的亲情。 从2002年1月， 他担任
了北京市平谷区刘家店镇党委宣传委
员， 兼任镇总工会副主席， 到2013年
他受聘为北京市总工会集体协商指导
员、 平谷区总工会集体协商指导组组
长， 工作经历让这名 “老工会” 工作
者与基层劳动者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一名乡镇基层一线的工会工
作者， 王春景坚持为劳动者维权， 为
劳动者服务， 最终2010年在京郊平谷
区刘家店镇成功探索出了 “弹性用工
集体协商模式”。

刘家店镇地处京郊平谷区西北部，
当时有企业8家， 职工总数235人。 由
于个别企业惯于 “使用廉价劳动力 ，
用低投入换取高收入”， 曾经发生过抵
押职工有效证件， 收缴抵押金， 拖欠
职工工资， 拒绝给职工缴纳 “五险一
金” 等违法行为， 一度出现了企业劳
动力短缺的 “用工荒” 风潮， 严重损
害了企业和职工双方的利益， 从而影
响了社会的稳定。

王春景看到这一现象中隐含的社
会问题， 便积极同镇总工会集体协商
指导组指导员们， 在推进区域性企业
集体合同制度的基础上， 推进区域性
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他深入

镇域企业， 就辖区工资集体协商履约
情况和企业农民工及企业法人， 面对
面互动讲真情， 说实话， 畅所欲言征
求意见和建议， 查看协商要约， 协商
协议， 企业工资发放表， 企业工资协
议履约记录,与企业职工分享区域工资
集体协商成果。

在王春景等工会人的共同努力下，
区域企业职工最低工资由 2010年的
1100元增长到2014年的1600元， 镇域
工资集体协商两个示范企业———北京
实力德机电有限公司1660元、 北京鑫
利源机电有限公司1680元。 区域企业
职工工资集体协商长效机制， 让企业
和职工对工会组织工作的知晓度及认
可度日益提高。 2013年， 刘家店镇新
建基层工会组织18家， 其中新建企业
工会4家 ， 村域 “双新 ” 组织工会14

家， 基层工会总数达到29家， 比2012
年的11家增加了18家。

通过集体协商， 为镇域内小微非
公企业上班的农民工提供了保障。 农
忙了， 桃熟了， 他们可以休假， 家庭
销售精品桃不耽误增收。 农闲时， 他
们可以来上班也有一份收入。 村民们
收入两不误， 一方面不影响企业的正
常运营，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村民的收
入， 提升了职工的幸福感。

“弹性用工协商、 民主议事协商、
旅游行业协商、 常态固定协商、 择机
涨薪协商、 恳谈点评协商、 劳资联谊
协商、 规范规则协商、 行业延伸协商、
四人组合协商、 三评三督协商、 立体
谈薪协商”， 这是王春景自2015年担任
北京市总工会集体协商指导员、 平谷
区总工会集体协商指导组组长以来 ，

在平谷区委、 区政府领导下， 因地制
宜， 探索完善， 在工会改革中培育的
可以复制推广的集体协商12种典型示
范模式， 有效助推了平谷区集体协商
特别是 “四必谈” 4+N集体协商常态
机制建设。

到今年， 区域内已经签订集体合
同283份， 覆盖建会企业4371家， 覆盖
率97.94%， 覆盖职工37644人， 覆盖率
98.2%， 续签率达97%。 其中签订企业
单独集体合同136份， 签订区域集体合
同134份， 签订行业集体合同13份。 47
家百人以上企业单独签订了工资集体
协议， 签订率100%。 百人以上企业典
型示范协商29家， 占比61.7%。 “通
过工资集体协商，让职工有了职场安全
感，也为企业留住了人，我这个工会人
很有成就感！ ”王春景感慨地说。

“我和工会有数十年的情分！” 杨
金花今年54岁， 参加工作36年， 她在
军工企业当过工人， 后来调到乡镇工
作 ， 从2000年起 ， 开始做工会工作 ，
当时是丰台长辛店镇宣传部副部长兼
任工会副主席。

2002年到2006年， 杨金花做了四
年工会主席后 ， 转任其他工作岗位 ，
2010年重新回归工会主席岗位至今。

2010年， 长辛店镇成立了地区总
工会， 在杨金花和工会工作者的努力
下， 工会组织建设快速发展。 他们以
村为单位建立起了联合工会， 并向辖
区非公企业延伸， 将未达到设立工会
规模的小企业联合起来， 统一进行工
会管理。 多年来， 杨金花所在的镇工
会坚持不懈地抓工会组建工作， 从成
熟一家建一家、 到三年集中建会、 再
到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全覆
盖， 工会组织的规模和职工会员队伍
规模逐年扩大。

“如今，长辛店镇大大小小的企业
都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从最初的18家
发展到了1500家，会员人数也从最初的
不足1000人发展到了8000多人。工会组
织在长辛店镇地区遍地开花，这让我很
有成就感！ ”杨金花感慨地说。

“建议搜集在一线， 问题查摆在
一线， 难点突破在一线”， 杨金花始终

将 “知职情” 放在首位， 掌握基层一
线热点、 难点。 为了能够及时传达工
会工作和相关信息， 长辛店镇总工会
按照 “1+1+X” (即1个12351网站+1
个长辛店镇总工会微信公众号+X个微
信群、 QQ群) “互联网+工会” 的思
路， 利用市总工会 “三级服务体系”、
利用 “长辛店镇总工会” 微信公众平
台， 将工会工作职责、 工会政策、 工
会动态等栏目 “搬上” 手机。 无论是
法律援助、 就业指导， 还是生活救助、
互助保障， 工会组织随时为职工提供
零距离服务。

长辛店镇原有困难职工57人， 占
了全区困难职工人数的四分之一。 针
对困难职工， 杨金花采取了日常救助、
应急救助和节日救助有机结合的方式，
在困难职工中对自身有劳动能力、 有
就业需求的困难职工提供就业援助 ，

利用 “工会就业援助月” “民营企业
招聘周” 等活动， 优先招聘困难职工
及其家属。 同时根据困难职工及子女
能接受的、 好学易懂的、 好就业的项
目进行培训， 为其开辟就业道路， 让
企业和职工实现了双赢。 还利用 “春
送岗位 ” “夏送清凉 ” “金秋助学 ”
“冬送温暖” “困难职工帮扶” “应急
救助” 等工会项目， 加大了对特定人
群特殊困难的帮扶力度。

“通过努力， 困难职工人数从最
初的57人降到2人。 除此之外， 还切实
帮助一线职工和农民工解决实际困难
和问题， 仅最近的三年来， 就救助职
工240人次， 提供救助金270余万元。”

长辛店镇的大枣远近闻名， 但由
于枣农人手少， 不能外出销售， 只能
靠周边职工采摘来维持。 基层工会反
映了枣农的实际问题， 求助于长辛店

镇总工会， 杨金花积极联系丰台区总
工会， 开展了职工通过 “12351职工服
务网” 线上 “抢大枣票” 活动。 活动
不仅吸引了很多职工， 还让枣农卸下
了 “销售重担”。

2015年， 长辛店镇总工会与市总
职大联合助推 “首都农民工大学生助
推计划”， 积极争取市、 区总工会对农
民工学历教育的资金支持， 与市总和
国家开放大学联合签订了校外办学协
议， 开设了物业管理大专班， 经过两
年半的学习， 2017年底61名农民工顺
利毕业， 取得了专科学历， 在家门口
就实现了 “大学梦”。

“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一切为了
职工群众’工作理念，让职工群众从心
底里感到工会是职工群众可以信赖、依
靠的‘娘家人’，这是我们工会人不懈努
力的方向！ ”杨金花深情地说。

与一线职工联络全天候零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