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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苑乡马家堡鑫华工贸集团工会联合会工作侧记

服务先行 助力员企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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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前置加强沟通
促进企业职工入会

鑫华工贸集团的业务开展主
要是针对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农业
管理服务， 从公司成立到发展壮
大的这几年里， 鑫华工贸集团始
终坚持用户至上， 用真诚的服务
去打动客户 ， 以 “诚实守信 ，
客户至上” 为原则， 在产品方面
以 “品质为本， 精益求精” 作为
自己的实践标准， 力求给客户提
供全方位优质服务； 同时， 鑫华
工贸集团不忘考虑到所服务的那
些企业与职工的需求， 成立了工
会联合会， 通过开展工作将服务
前置， 加强沟通， 不仅让企业与
职工对工会有了更深的认识与了
解， 还将工会组织的各项职能进
行了宣传， 扩大了工会组织的影
响力。

“我们也可以加入工会吗？
真是太好了！” “以前我们接到
过工会的调查问卷， 也参加过面
对面的座谈， 这次不一样了， 工
会出现在公共场所， 现场服务，
真切地体会到了工会高效率的服
务 ， 真棒 ！” 2018年8月 27日下
午， 在南苑地区总工会联合马家
堡鑫华工贸集团工会联合会开展
的企业沟通会现场， 前来参加的
职工们表达着自己切身的感受。
活动当天， 南苑地区总工会主席
冯勇、 马家堡鑫华工贸集团工会
主席杨福利及鑫利厚市场、 醒莺
科技、 川岩物业等7家单位的负

责人或代表参加了沟通会。
活动现场， 冯勇向7家单位

具体讲解了工会组织的性质、 工
会的服务内容， 向大家介绍了工
会的各种福利， 动员未建会的企
业积极建会。 参会企业在会上积
极 发 言 ， 已 经 建 会 的 工 会 负
责人谈了入会后的体会。 其中，
育慈儿童疗育中心的工会负责人
结合自身经历， 浅谈了自己对加
入工会好处多的看法， 特别是在
办理工会服务互助卡后可以享受
工会的医保二次报销。

同时， 对于各家企业工会负
责人提出的相关问题， 工会干部
们一一作了解答， 并现场指导未
建会企业办理入会手续。 本次沟
通会有两家企业表示要入会， 沟
通会以工会与企业、 企业与企业
之间面对面进行交流的形式， 改
变了以往企业对工会工作的认识
不足或对工会的误解， 重新了解
了工会工作 ， 加深了彼此的认
识，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此外， 在围绕疏解非首都功
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
下， 马家堡鑫华工贸集团工会联
合会充分利用可推动资源， 积极
寻找突破口， 工会与集团各部门
实行工作细节环环相扣衔接方法
鼓励、 引导商户建会。

为提高非公企业工会组织覆
盖率和工会职工的入会率， 马家
堡鑫华工贸集团工会联合会按照
“哪里有职工， 哪里就有工会组
织” 的原则， 通过联合工会的组
织形式， 广泛吸纳小微企业建立

工会。 集团工会联合会针对辖区
内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企业明显
增多 ， 从业人员不断增加的现
状， 对于不符合独立建会条件的
小微企业逐步开展工作， 吸纳其
加入联合工会以更好地发挥工会
组织职工 、 引导职工 、 服务职
工、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用。 集
团工会联合会通过前期摸清情
况、 掌握动态、 调查走访等方式
进行了建会工作的宣传引导。 在
立业大厦职工沟通会上， 鑫华工
贸集团工会联合会在现场吸纳8
家小微企业加入联合工会， 2家
企业办理了独立工会， 发展会员
40余人。

马家堡鑫华工贸工会联合会
力争将小微企业广泛吸纳到集团
总 工 会 中 来 ， 把 办 理 会 员 卡
工 作 提高到规范工会运作 、 检
验工作成效的高度来对待， 真正
把会员卡办成工会与职工的 “连
心卡”， 让更多的职工会员享受
到优质服务。

多样活动营造氛围
工会凝聚力不断增强

为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
力， 营造良好的文化建设氛围，
马家堡鑫华工贸集团工会联合会
开展了形式多样、 深受广大职工
喜爱的文体活动。

2018年上半年， 马家堡鑫华
工贸集团工会联合会、 妇联在长
辛店妇字号基地烘焙工作室开展
了 “快乐烘焙在鑫华” 活动， 专

门邀请到长辛店妇字号基地烘焙
宋老师为职工们讲授了制作方
法。 在老师的指导下， 职工们积
极参与体验与互动， 亲手制作奶
油生日蛋糕和曲奇饼干 ； 10月
份， 立业大厦党建工作站与马家
堡鑫华工贸集团工会联合共同举
办 “学习十九大精神 ” 第二届
硬笔书法比赛 ， 书写内容选自
《新党章》， 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
两新经济组织党员职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向广度和深度拓
展； 10月底， 集团工会还开展了
以 “徒步传递健康” 为主题的鑫
华工贸集团第三届分步走大会，
共7个单位120名职工参与此次活
动， 充分展示了 “团结、 友谊、
进步” 的风采， 营造了健康、 和
谐的深厚氛围， 舒缓了职工的工
作压力， 也增强了党群干群的凝
聚力。

贴心服务解职工之忧
做称职的“娘家人”

2018年2月11日，在新春佳节
来临之际， 丰台区纪委副书记王
和友， 丰台区纪委办公室主任吕
洪涛，南苑乡纪委书记徐振平，马
家堡鑫华工贸集团总支书记杨大
为，副书记杨福利，南苑乡党建办
及民政科工作人员， 共同走访慰
问马家堡困难党员宫俊苓， 为老
党员送去了慰问金及米、面、油、
奶等慰问品。

“我这是赶上了好时代，党和
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 党和国家

没有忘记我们， 感谢国家、 感谢
党！” 宫俊苓激动地说。

这只是鑫华工贸集团工会联
合会开展的众多关爱职工， 为职
工解忧的其中一件。 工作中， 该
工会联合会积极深入基层、 深入
一线、 深入职工， 多倾听他们的
意见和建议， 切实解决他们的困
难和后顾之忧， 真正做到面对面
交流 、 心贴心沟通 、 实打实服
务， 做好称职的 “娘家人”。 坚
持两节送温暖、 妇女节及儿童节
为集团女职工及独生子女家庭送
温暖， 夏季开展送清凉活动， 每
年组织职工进行体检活动， 做到
无病加强防范， 有病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 使全体职工保持良好
身体素质， 以更加充沛的精力投
身工作。

此外， 按照区、 乡两级工会
的要求， 该集团工会联合会设立
了3处暖心驿站， 特别是在鑫利
厚市场办公区设置了工会服务站
第二办公区， 与周边社区服务站
联合设立实行每周一、 三、 五会
员免费基础体检日， 每周四固定
一名律师现场为工会会员法律维
权， 受到了职工会员的欢迎。

2019年， 鑫华工贸集团工会
联合会将以全国工会十七大精神
为指引， 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
契机，以创新特色为抓手，以求真
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
工会各项工作的开展， 努力开创
“凝心、暖心、贴心”工会工作新局
面，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共同谱写
丰台区发展的新篇章。

工会， 这个词语中包含了太多的意义
与层面， 在南苑乡马家堡鑫华工贸集团工
会联合会看来， 工会是企业党委联系职工
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职工群众利益的代表
和维护者,应努力在构建和谐企业中,切实履
行工会的各项职能,助力企业与员工的发展。
工作中， 鑫华工贸集团工会联合会就是遵
循着这条轨迹， 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工会工作的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导， 严格遵循党的群团工作方针政
策， 在南苑乡党委和南苑地区总工会的正
确领导下， 围绕乡党委和乡政府中心工作，
将工会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