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婧

汇龙森园区工会

会员把这里当成了自个的家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04
2018年
12月22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本报记者 孙艳

在大兴区高米店街道， 相邻的绿
地商务楼宇群和兴创大厦两家商务楼
宇， 大约有400家企业， 这其中既包含
国有控股企业， 又包含非公企业， 更
多的是小微企业 ， 经 营 领 域 差 别 很
大 ， 具有多元性和多向性的特征 ，
这给党群工作提出了很大挑战。 为加
强绿地商务楼宇入驻企业之间的联
系与沟通， 开辟服务企业、 服务员工
的渠道， 2015年6月， 高米店街道分别
在两个楼宇群建立了党建、 工会、 共
青团、 妇联、 社会工作五站合一工作
站。 工作站以 “抓党建带群团组织建
设， 抓群团组织建设促党建” 为宗旨，
在创新理念、 创新机制、 创新工作方
式上不断进行实践探索， 形成了一套
独具特色的党建带群团建设组织机制
设计模式。

高米店街道总工会副主席刘秀卿
说， 从工会的角度出发， 五站合一工
作站， 就是楼上楼下这些企业的职工
之家， 同住一个屋檐下， 这些熟悉的
陌生人如何愿意走进工会为他们打造
的温馨小家？ 为企业为职工服务， 要
在 “亲” 字上下功夫。

于是， 建站以来， 高米店街道总
工会借助这两个服务站为楼宇企业职
工开展技能培训、 心理减压、 文体娱
乐等， 每月都会举办不同形式的活动。

元宵佳节， 包汤圆， 让家不在北京的
职工吃上了有家味儿的汤圆； 三八节
早上上班， 一进大厅， 工会送上的玫
瑰花， 满满的祝福扑面而来； 充满生
机的四月 ， 辖区河道两侧春意盎然 ，
健步走亲近大自然的同时， 组织职工
们捡拾垃圾， 为提升辖区环境品质献
一份力； 5月份， 一场主题为 “以爱陪
伴 用心沟通” 的趣味运动会在公园里
开展， 娱乐、 减压一举两得……

各式各样的活动， 拉近了工会与
企业、 职工的距离， 也促进了企业与
企业间的和谐相处， 工会更赢得了企
业、 职工的信任。 现在， 企业有问题，
职工有困难就会主动找工作站， 无形
当中工作站成了企业职工的 “娘家”，
小小的工作站还发挥了排忧解难的作
用。 兴创大厦楼宇有位女职工来到工
作站， 跟工会的工作人员反映， 目前
特别困扰， 平时工作压力非常大， 面
对家庭、 孩子， 繁琐的家务事， 不但
力不从心， 还经常情绪失控， 不知工
会能否开展这样的课程， 为女职工舒
缓压力， 从容面对工作与生活。

“这不但是一次职工个人排解困扰
的交流，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11月
份，我们就开展了关于家庭情绪管理的
培训课程。”刘秀卿介绍，当时邀请了资
深心理咨询老师，讲授了当孩子有情绪

时家长该怎么办，以及如何进行家庭情
绪管理，并用大量的实际案例正反讲授
家庭中与孩子沟通的技巧和方式，参加
活动的单位职工表示非常受用。当时向
工会提议的这位职工还专门在活动结
束后，留下来与老师一起探讨在孩子成
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麻烦， 她表示，
通过培训，不仅树立了要管理情绪的意
识，同时也对处理孩子的情绪掌握了一
定的方法。

如今， 工作站还有了进楼宇便民
服务工作日、 服务超市、 法律服务进

企业等活动， 围绕工作站拓宽了服务
楼宇企业和职工的路径。 绿地楼宇的
物业公司负责人孟璟感慨， 工作站为
楼宇企业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平台 ，
通过组织活动， 企业之间实现了资源
利益共享， 整个楼宇的和谐程度更高
了。 入驻企业表示， 工作站就像企业
的一个家， 如果离开了这个家， 他们
就像失去了 “亲人” 一样。 企业成员
遇到困难后， 工作站会及时沟通协调，
帮助企业解决难题 ， 在这个家庭里 ，
企业和员工一样都有了归属感。

大兴区高米店总工会

占地400平米的健身房内有几十
台专业健身设备； 舞蹈瑜伽室内的电
视录制了各种舞蹈视频教学内容； 母
婴室内有冰箱、 沙发、 微波炉等各种
常用电器， 还编制了使用母婴室手册；
多功能室内设有投影设备、 点歌机和
成排的软座椅， 既可以组织年会， 也
可以进行视频会议……这里是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首家园区工会联合
会———汇龙森科技园工会联合会的文
体基地， 2016年启用以来， 为在园区
各企业职工提供各种配套服务和工作
便利。

汇龙森科技园工会联合会副主席
刘术新介绍， 2011年汇龙森国际企业
孵化 (北京 ) 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 并
长期服务于园区企业， 为他们的创新
创业及文体生活提供舞台。 针对开发
区工业园、 产业园聚集， 园区内小微
企业居多等特点， 为了让工会服务覆
盖园区小微企业， 2015年， 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决定在汇龙森科技
园以工会联合会形式建立试点， 并于
2016年正式成立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汇龙森科技园区工会联合会”。 工会
联合会更有利于将没有建会条件的小
微企业纳入到工会组织这个大家庭中
来。 “园区有很多小微企业， 有的大
学生租几个工位就开始了创业之路 。
但在他们成长初期， 整天忙于自己的
研发和产品， 受资金和能力所限， 也
没有更多的员工， 不具备建立工会的
条件。 于是工会联合会就成为这些小
企业的依靠， 职工可以通过参加工会

联合会的各种活动， 享受工会服务。”
刘术新副主席介绍。

汇龙森科技园工会联合会在园区
内一栋办公楼的地下一层设置了工
会文体基地， 服务着来自园区几百家
企业和周边社区， 发挥着公共服务的
职能。

其中最惹眼的就是健身中心。 记
者在健身中心看到， 这里摆放着几十
台健身设备， 仅跑步机就有五台， 还
有健身车、 动感单车等各类大型建设
设备 ， 俨然一家设备齐全的健身房 。
文体中心还为爱跳舞、 做瑜伽的女职
工单设置了舞蹈室。 在舞蹈室内， 还
有电视机， 方便女职工一边播放视频，
一边跟着练习。 这样完善的设施， 园
区职工只要缴纳5元钱就能使用。

除了健身中心， 这里还有全国总
工会授牌的职工书屋， 拥有3000册图
书供广大读者借阅； 还是首都学雷锋
志愿者服务站、 开发区志愿服务示范
站及北京市紧急救援志愿服务站。 文
体中心设有妈咪小屋， 内设冰箱、 微
波炉等电器， 为女职工提供便利。

工会联合会也特别关心职工的生
活 ， 曾开展多场相亲活动 。 2016年 ，
汇龙森工会联合会组织的一场大型单
身青年婚恋交友联谊会吸引了来自园
区及开发区各企事业单位125名单身青
年交友联谊， 线下成功牵手12对。 成
功牵手的王女士说：“我们80后生活和
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无暇顾及自己的
感情生活，很感谢汇龙森工会联合会组
织这样的活动， 给我们区内的单身男

女提供一个交友平台。 ”刘术新副主席
说，“职工通过这个平台能结识更多的
朋友， 也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
就是我们工会最大的欣慰了。” 刘术新
介绍， 每年园区工会联合会都要组织
或参与八场以上的相亲会。

据开发区总工会介绍，汇龙森园区
工会联合会从2016年建立以来，已经从
最初的17家企业工会发展到35家。为使
初创阶段的中小微企业也能享受到工
会的服务，联合会成立汇龙森中小企业
联合工会，覆盖园区内大、中、小、微企
业600多家，为5000多职工提供服务。据
了解，“汇龙森杯”羽毛球赛、兵乓球赛
已经形成开发区品牌，汇龙森还成立了
汇龙森艺术舞蹈队，积极为园区企业搭
建平台，助力企业创业。

五千多白领已经“爱”上了这儿

人气主打型

温情脉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