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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首家协调劳动关系工作站揭牌
推进服务向基层延伸下沉 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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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莹 ）1月28
日， 本市首家协调劳动关系工作
站在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揭牌
成立， 这是海淀区协调劳动关系
三方委员会功能向基层延伸下
沉、 直接服务民营企业的一项创
新性举措。 北京市协调劳动关系
三方也将在全市推广海淀区的经
验，开展试点。

中关村创业大街是北京市、
海淀区政府共同打造的我国第一
条以创新创业为主题的特色街
区， 目前集聚了45家国内外优秀
创业服务机构， 均为民营企业，
从业人员3000余人， 联合50多家
大企业、 50多家高校院所、 2000
多家风险投资机构等各类合作
方， 在各个垂直领域形成矩阵式
服务体系。 中关村创业大街及入

驻机构在国内设立分支超过100
家， 国外设立分支近10家， 累计
孵化创新创业团队1900家， 诞生
2家独角兽。

在全面推进 “双创”、 促进
本市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 为了
给这些企业和职工提供精准化 、
贴身式的服务， 海淀区协调劳动
关系三方委员会在中关村创业大
街建立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工作
站， 针对企业管理运营、 人员选
用、 集体协商、 竞业限制、 劳动
争议调解等劳动用工方面的需
求， 为企业和职工提供一站式指
导和服务， 助力企业发展， 保障
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着力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 促进企业和职工共
同成长、 共享发展成果。

据介绍， 中关村创业大街三

方工作站是海淀区协调劳动关系
三方委员会的派出机构， 由各成
员单位分别派人进驻开展工作 ,
实行工会常驻、 人社局轮岗、 企
业协会配合的工作形式和三方一
体 、 四 项 功 能 、 一 个 平 台 的
“341” 工作模式， 以服务功能效
率最大化为准则 ， 三方协调协
商、 合作共促、 融为一体， 一站
式服务 “双创” 企业和职工， 携
手把创业大街三方工作站打造成
为劳动关系工作的研究站、 企业
与职工的沟通站、 劳动关系情况
信息的收集站、 劳动纠纷争议的
化解站、 为 “双创” 企业和职工
提供服务的服务站以及和谐劳动
关系环境的营造站。

下一步， 市三方计划在全市
推广海淀区的经验， 实施一街、

一楼、 一园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三个一” 微循环工程， 畅通协
调劳动关系的 “毛细血管”， 实
现协调劳动关系的微循环， 推进
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向基层延
伸、 向功能化方向发展， 发挥服
务前哨和工作探头的作用， 夯实
首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
保障和促进本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与社会和谐稳定。

出席仪式的各位领导对工作
站给予充分肯定， 认为创业大街
工作站是推进新形势下协调劳动
关系三方机制建设的创新举措和
有力实践， 希望海淀区协调劳动
关系三方各家立足全面推动 “两
新两高” 战略再聚焦、 再深化、
再落实, 发挥各方优势, 形成工作
合力 ， 在创新协调劳动关系机

制、 服务 “双创” 工作中积累宝
贵经验， 努力开创新形势下和谐
劳动关系工作新局面， 助力企业
创新创业， 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建
设， 助力强化首都核心功能和创
新型国家建设， 为推进和谐劳动
关系首善之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国家、 北京市和海淀区协调
劳动关系三方代表以及海淀区相
关部门、 辖区企业代表等共100
余人出席活动。 人社部、 全国总
工会、 市人社局、 市总工会、 工
商联的代表共同为工作站揭牌，
并实地考察和调研了工作站和部
分企业， 深入了解企业和职工对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促进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需求和意见。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小
孩儿小孩儿你别馋， 糖瓜来啦
……” 1月28日， 东城区东直门
街道香北社区联合工会举办
“香北社区一家亲 欢欢乐乐过
小年” 活动。

居民带着在家里和好的彩
色饺子面以及不同的饺子馅 ，
欢聚一堂， 一起包饺子， 共叙
邻里情， 红红火火迎接小年的
到来。

第一教育幼儿园的小朋友
们也参与到其中， 他们发挥想
象力，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
了腊八就是年……” 稚嫩的童
音里， 道出了孩子们对春节的
向往， 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劳动 ，
一盘盘五彩饺子包好了， 坐锅、
下饺子、 点水， 不一会儿， 热
气腾腾的饺子就上桌了， 大家
一边吃着美味的饺子一边观

看节目， 孩子们还在现场写对
联， 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在座的
居民们。

社区书记焦燕带领社工们
把煮好的饺子送到不能到场参

加活动的会员手中(包括万国城
第一物业保安、 百老汇电影院、
恩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第一教
育幼儿园 )等，让会员们感到了
北京人的温暖。 于佳 摄

工工会会关关爱爱送送到到联联乡乡帮帮扶扶村村
1月24日， 怀柔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曹岩带领班子成员

来到联乡帮扶村———渤海镇辛营村走访慰问。 当天， 怀柔区总工
会一行带着慰问品、 新年福袋和慰问金， 重点走访了村里80岁以
上老人、 老党员、 低保户， 嘱咐他们保重身体， 注意安全， 安心
过年！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摄影报道

“别太担心， 安心休养， 会好起来的！” 1月24日， 北京市政
路桥总承包二部总经理蔡玮携工会及个人捐赠的慰问金， 来到北
京市第六医院， 看望正在这里住院治疗的职工刘喆， 在感谢职工
为企业做出贡献的同时， 叮嘱他安心养病， 尽快恢复健康。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患患病病职职工工收收到到慰慰问问金金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
员 刘小平） 春节前夕， 北京建
工安装集团总承包项目管理公
司党总支书记周燕平率队， 前
往通州、 顺义等地看望、 慰问
参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工程的7
名员工家属， 并向他们表示感
谢和问候。

据 周 燕 平 介 绍 ， 公 司 从
2016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工
至今， 所有参建员工一直在航
站楼指廊、 南航基地、 东航基
地等项目中繁忙施工。 他们克
服了各种施工困难和家庭困难
等， 坚持在现场工作， 确保了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的正

常运转。 “不久前， 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飞行校验圆满完成 ，
机场迎来了首架飞机。 我们也
将再接再厉， 确保6月底交工，
9月投入交付使用。 为了使职工
安心工作， 并得到职工家属的
理解和支持， 公司专门开展了
此次慰问活动。”

北安集团春节前慰问建设者家属

本 报 讯 （记 者 余 翠 平 ）
“工会的关怀让我们感觉很温
暖！” 1月28日上午， 北京市总
工会在顺义区铁匠营的士职工
之家举办以 “情暖的士” 为主
题的2019年 “两节” 慰问首都
出租车司机活动， 在寒冬里为
出租车司机送去温暖。 来自全
市25家党员车队、 各出租汽车
公司代表及200余名出租车驾驶
员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

1月28日正值农历小年， 春
运进入高峰期， 就在人们走亲
访友置办年货的时候， 首都出
租车司机正在坚守工作， 参与
到保点运营任务中。 他们用三
尺车厢温暖了南来北往的乘客，
用真诚优质的服务为乘客铺就
了一条温暖回家路， 为维护北
京交通畅通做出了贡献。

冬日的室外寒风料峭， 但
活动现场却到处洋溢着欢声笑

语。 现场的布置喜庆祥和， 暖
意融融。 市总工会特意挑选了
小年这个日子为出租车驾驶员
送去慰问， 让在日夜坚持工作，
来回往返于首都机场、 火车站
接送春节返乡旅客的他们能够
感受到浓浓的暖意。 一袋袋大
米， 一桶桶花生油……当司机
师傅们从工会 “娘家人” 手里
接过这些为他们精心准备的慰
问品时， 脸上挂满了喜悦的笑
容， 心里也充满幸福。

“春运开始， 正是我们繁
忙的时候。 今天， 我们收到来
自市总的这份温暖和祝福， 特
别开心， 也非常温暖。 我们也
将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更好
地服务乘客， 让他们感受到首
都的士司机的热情。” 来自北京
新月出租车公司的司机师傅谢
文激动地说道。 活动刚一结束，
来不及合影， 司机师傅们又再

次启动了车辆， 开始了下一段
路程， 奔向了下一位旅客。

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新年
贺词中提到 “这个时候， 快递
小哥、 环卫工人、 出租车司机
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
勤工作， 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
生活的创造者、 守护者， 大家
辛苦了！” 总书记亲切的话语在
出租行业引起了热烈反响， 广
大出租车驾驶员感受到来自总
书记的关怀和殷切期望， 纷纷
表示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
到运营工作中， 扎根服务岗位，
做好城市名片， 展现首都风采。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北京
市总工会慰问出租行业旨在更
好地服务首都司机， 让他们感
受到来自工会 “娘家人” 的关
心与关爱， 从而促使出租行业
稳定发展， 为建设交通强国贡
献力量。

市总慰问首都的士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