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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双沟沟通通””让让企企业业与与职职工工亲亲近近工工会会
2018年， 北京市总工会从规范化基层组织建设入手，

摸索出了一套采用职工沟通会、 企业沟通会 “双沟通” 的
模式， 来推动工会组建、 发展会员的创新方式。

数据显示， “双沟通” 工作模式开展以来， 全市共召
开1714场企业沟通会， 涉及3745家企业， 其中未建会企业
2616家， 与885家企业达成建会意向。 全市共召开870场职
工沟通会， 咨询职工5.35万人， 现场申请入会1.55万人。 全
年新增工会组织3531个， 涵盖单位7875家， 新增百人以上
单独基层工会1092家； 新发展会员37.72万人。 记者在日常
采访中也发现， 在此项工作中， 面对基层职工和企业时，
部分工会工作者还存在不会谈、 不敢谈、 缺乏沟通技巧等
问题。 近日， 记者走访了多家基层工会， 请相关负责人现
身说法， 介绍经验和做法。

【探访】

镜头一：
“您好， 负责这项工作的领

导 出 差 了 ， 您 回 头 再 来 吧 。 ”
“我觉得工会挺好的， 不过， 建
会的事情， 我们做不了主， 您还
是找老板吧。” “我们去年的业
绩一般， 经理正在火头上， 我们
也不敢提什么建议啊。” ……这
已经是工会服务站工作人员第N
次到这家规模企业沟通了。 行政
人员、 人事负责人见了一个遍，
可就是没见到企业领导， 无奈下
只能再一次无功而返。

镜头二：
“我们是外企， 咱们中国的

哪项法律规定外企必须要建会
了？ 工会都是国企、 事业单位建
的。” 企业沟通会上， 一家外资
企业人事负责人直接把问题甩给
了工会工作者。 工会工作者虽然
试着解释相关规定， 但是对方却
并不认可， 绕来绕去， 最后把自
己都解释懵了。

镜头三：
“我们虽然注册在北京， 但

实际上 ， 项目都在外地 ， 我们
90%的职工也都工作、 生活在项
目所在地。 您说， 像我们这样的
企业 ， 有必要在北京建会吗 ？”
一位建筑企业负责人不解地问。
听完他的话， 前来 “沟通” 的工
会工作者刚到嘴边的话 “缩” 了
回去， 心里不禁也打起了鼓。

【问题】
沟而不通是常事儿

记者发现， 很多工会工作者

会抱怨 “找不到 ‘沟通’ 对象”。
一位工会服务站站长就表

示， 往往在沟通会前期， 他们会
先接触企业的行政、 人事， 谈得
都很好， 但是却始终无法通过他
们与上级领导、 老板取得联系。
因为这些行政、 人事人员也要拿
老板工资 。 建会 ， 从他们的角
度， 是好事， 但是他们拿不准老
板的态度。 或者， 在企业沟通会
上， 企业方人员与工会工作者沟
通顺利， 但工会工作者上门跟进
时， 态度就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
转弯， 经常被前台拒之门外。 总
的来说， 面对工会工作者， 他们
就是 “应付”。

“多少年都没有建立工会组
织的规模企业， 往往会存在这个
问题 。 在他们的想法里 ， 无非
是， 能拖一天是一天。” 这名站
长说。

一些非公企业， 尤其是外资
企业， 对工会的印象还仅仅停留
在组织工人维权、 罢工上， 对中
国工会的性质和职能也非常不了
解， 甚至有的外企负责人在沟通
会上就直言： “外资企业没有必
要建立工会组织。”

“沟通会上，我们有些工会工
作者， 在非常浅显、 表面的问题
上，还能回答上来，但是涉及一些
稍微深入些的问题就答不上来
了。 这在一些工会新人的身上比
较明显！ ”来自朝阳区的一位“老
工会人” 说， 针对企业提出的问
题， 如果工会工作者在相关法律
法规的解读上不到位， 以及缺乏
正确合适的引导， 很容易将自己
困于原地，无法打开工作局面。

“很多时候，咱们遇到的难题
跟自己的思路有关系。 ”一位西城
区工会工作者表示。 “不是不敢
谈、不愿意谈，而是怎么谈得对、

让人家接受的问题。 ”
他告诉记者 ， 也许硬着头

皮， 生生硬硬地谈了， 即便能把
政策说透， 但是技巧方面也许还
是有问题， 比如， 我们往往站在
工会自己的角度去说， 很少考虑
企业的需求。 这样的沟通交流，
很难达到效果。

【解决】
“宝典”“秘籍”护航

吸引年轻人
宣传建会时， 面对职工和企

业的问题， 不会谈、 不敢谈， 无
疑是跟专业素养有关系。 为了解
决这些痛点， 北京市总工会基层
组织建设部在推进 “双沟通” 工
作前， 就为基层工会干部、 工会
工作者准备好了 “粮草”。

“我们编写了一套工具书，
包括一本工作手册、 一本法律法
规汇编。 有流程、 有案例、 有问
题解答、 有模板、 有法律支撑。
可以帮助企业完成前期准备工
作， 达到以上带下的作用。” 市
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李扬
说， 他们还设计了一套宣传品，
包括名为 “入会宝典” “建会秘
籍” 的两份宣传折页， 以及3块
画有动漫形象的易拉宝。

“我们就是想用年轻人喜欢
的方式吸引他们。” 他说。

模拟培训先行 提升
工作能力

据悉， 试点工作开展前， 基
层组织建设部以模拟沟通为主要
形式， 分四批开展了800人的专
项培训。 “培训的规模不小， 为
的就是让每个街乡的干部都能培
训到。” 李扬表示。

除此， 按照 “试点先行、 以
点带面、 逐步推广” 的原则， 从
去年5月开始， 市总工会还先后
在11个区的120个街道乡镇总工
会开展试点工作， 规范推进职工
沟通会和试点推进企业沟通会。

为了将工作落地， 并有效推
进， 市总坚持采取以上带下的方
式， 建立了联系制度， 每个区 、
每个街道乡镇都有基层组织建设
部的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指导。

“这些培训活动， 真的让我
获益匪浅。” 顺义区李桥镇总工
会负责建会事务的工会工作者刘
文娟说： “我在培训中认识到，
职工沟通会中， 与职工沟通要平

实亲切， 要学会一对一、 一对二
地为职工讲清楚工会性质与职
能 ， 让职工了解工会 、 接纳工
会、 相信工会， 真正实现吸纳更
多职工会员、 让广大职工会员受
益的意义。”

工会“以上代下” 为
企业“减负”

据悉， 除了通过上级带着下
级工会开展工作的 “以上带下”
外， 有些工作企业难以完成的 ，
基层工会组织也可以实行 “以上
代下”， 代替和帮助企业去完成。

双井街道总工会是市总工会
开展 “双沟通” 工作的第一批7
个试点单位之一， 在召开企业沟
通会后， 连续联系了3年之久的
北京车行神州科技有限公司最终
同意建会， 并于2018年5月24日
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 由于不熟
悉流程， 这个大会就是双井工会
工作人员 “代” 企业完成的。

“前期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
我们来做的， 目的就是尽量减少
企业的负担， 企业只要出参加大
会的职工就行了。” 双井街道工
会服务站常务副站长丁宇告诉记
者， 经常有企业提出选举工作繁
琐， 企业没有专人负责， 难以完
成。 因此， 双井街道总工会就代
企业做、 帮企业做。

提前用功“备课” 寻
找沟通“痛点”

“在与企业沟通前， 要先做
足功课。” 海淀街道工会服务站
工作人员说。

工作人员介绍说， 他们辖区
有一家装饰装潢企业， 工程项目
都在外地 ， 北京只有十几名员
工， 而且因项目招标不顺， 公司
效益不好， 如果组建工会， 经费
支出压力大， 所以在建会方面有
着诸多的顾虑。 为此， 他们在网
上查资料， 了解到老板学历高、
员工单身多等特点。 据此， 他们
在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沟通的过程
中，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介绍。

“比如， 企业在平时招投标
项目时， 需要有良好的企业信誉
和资质， 如果企业组建了工会 ，
工会主动作为， 推荐企业主参与
评选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工人先
锋号、 劳动模范等， 这样对企业
形象的利好政策对企业来说， 是
一个很大的吸引点； 同时， 企业

组建了工会， 还可以利用工会这
个平台宣传企业文化、 推广品牌
自形象； 关于企业员工单身多的
情况， 我们向企业介绍了工会组
织的联谊交友等活动； 此外， 如
果双职工家庭中的孩子假期无人
看管的话， 还可以参加工会举办
的假期托管班。” 他说。

通过海淀街道工会服务站工
作人员的不懈努力， 这家企业的
负责人认识到， 工会组织是促进
企业与职工良性发展的有力保
障， 最终同意组建工会。

实践出真知 “实
战”磨练技巧

“沟通中的技巧非常重要，
要热心、 真心、 耐心， 要站在企
业的角度展开话题。” 德胜街道
工会服务站站长于淑梅说。

通州区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
服务中心主任吕东军也表示， 在
与企业主的沟通过程中 ， 应先
“了解对方”， 先与对方沟通感兴
趣的内容 ； 随后 “拿出诚意 ”，
放下身段， 放低姿态， 以职工服
务者的身份去进行协商， 让企业
主认识到工会是保障职工合法权
益、 稳定企业职工队伍的组织，
才能降低非公企业建会难度， 让
更多职工来到工会大家庭。

对此 ， 刘文娟也很有发言
权。 她刚接手李桥镇建会相关工
作时， 对业务十分不熟悉， “缺
乏方向感”， 很多专业词都不太
理解。 在领导的帮助和同事协作
下 ， 她和大家一起总结经验教
训， 改变沟通策略， 从准备环节
到沟通环节均进行了一系列论证
实践。

“面对收入低、 福利较少的
外来务工人员， 我向他们介绍大
病医疗、 二次报销、 抢电影票、
发放慰问品等较为实际的内容，
引发了很多职工的极大兴趣。 面
对企业职工宣讲时， 我采取 ‘用
最真实事例， 说最简单的话’ 的
工作方法， 将自己经历的、 身边
发生的一些涉及到大病救助、 二
次报销等内容的典型案例讲给职
工听。” 刘文娟说。

此外， 她还制作了内容丰富
的PPT。 “我的PPT， 以图片为
主， 文字为辅， 通过发放福利、
节日抢票、 单身联谊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照片给职工带来强烈的视
觉冲击， 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了解加入工会带来的好处。”

从 “不支持” 到 “主动建会” 从 “不了解” 到 “主动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