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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共共区区域域职职工工之之家家啥啥样样？？
社会资源参与工会服务 职工随时享受工会服务

【新做法】
多时段为职工提供实时服务

2018年11月26日， 北京市总
工会召开的职工之家、 职工暖心
驿站建设现场推进会在海淀区中
关村智造大街召开。 截至目前，
北京市已建立 “公共区域职工之
家 ” 13个 ， 在商圈 、 楼宇 、 社
区、 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 建设
公共区域职工之家， 把原来传统
的在单位内部的职工之家， 扩展
到社会层面、 公共区域层面， 为
南来北往的职工群众提供及时方
便的工会服务。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服务工作
部部长孙明说：“以前， 我们的职
工之家大多建在单位内部， 单位
一下班我们的职工之家可能也就
关门了， 现在把它们建在公共区
域，依托社会资源，可以更好地、
多时段为职工提供实时服务。 ”

现场推进会举行当天， 记者
在中关村智造大街职工之家看
到， 自助餐饮、 自助休闲、 自助
咨询、 自助阅读， 以及工会会员
服务卡自助激活……这些都是为
职工免费提供的工会服务。

职工找到港湾的感觉

都说家是港湾， 在位于弘赫
国际体育运动中心内部的北京市
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职工之家
总能让职工们找到港湾的感觉，
他们在这里或打球， 或看书， 或
品茶， 不亦乐乎。

北京市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
地职工之家主体部分位于弘赫国
际体育中心休闲吧， 职工之家为
职工设置了休息区、 阅读区， 并
配备了净水机 、 微波炉 、 充电
宝、 雨衣、 雨伞等配套设施。 在
清晨职工可以冲一杯咖啡， 闭眼
呼吸着浓郁的香气， 开始新的一
天， 更可以在这里品尝色香味俱
全的各种美味。 同时弘赫国际体
育中心更提供了各种专业的健身
设施、 器材， 休闲娱乐之余， 还
可以锻炼体魄， 把更好的自己带
到工作中去。 职工们纷纷表示 ，
在这里可以一个人看书学习、 运
动健身、 休闲娱乐， 可以邀约三
五工友品茶畅谈。

多了交流联谊的场所

去年11月6日， 石景山区首
个公共区域职工之家在创业公社
正式挂牌， 约1200名中关村科技
园石景山园园区职工成为第一批
接受服务的对象 。 他们本不相
识， 但是通过职工之家举办的活
动， 互相认识。

创业公社工会组织委员刘长
玲告诉记者， 公共区域职工之家
的搭建， 目前包括两部分内容，
其一是开放式健身区的建设， 设
计方案已经确认； 其二是拿出单
独的一间会议室， 来组建专门的
职工之家活动室， “二者均在改
造中， 搭建完成后将免费开放，
成为园区职工进行交流、 休闲、
健身的场所。”

除此之外， 公共区域职工之
家的职工服务体系也正在完善，
针对园区内的企业和职工， 创业
公社作为孵化器， 会按企业的发
展需求来提供相关讲座和帮助，
同时为职工们提供医疗咨询、 心
理辅导、 特色活动。 针对公司内
部职工， 还包括困难职工帮扶、
节日福利发放等等 。 刘长玲介
绍， “目前， 我们已对四五位有
困难情况的职工进行过帮扶。”

【好经验】
工会联合会成小企业依靠

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汇龙森科技园是一个国家级企业
孵化器， 共有三个科技园区， 占
地面积共300000平方米左右， 目
前有数百家企业在这里办公。 这
里的公共区域职工之家就建在工
会联合会所在地。

汇龙森科技园工会联合会副
主席刘术新介绍： “园区有很多
小微企业， 有的大学生在工位中
就开始了创业之路。 受资金和能
力所限 ， 不具备建立工会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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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职工之
家里享受工会服务。”

刘术新说： “为了服务园区
内的企业， 汇龙森工会联合会组
织了很多活动， 比如公益活动 、

体育比赛等。 为了解决园区企业
的后顾之忧， 汇龙森工会联合会
还多次举办相亲联谊活动， 方便
园区内的适龄青年组建家庭， 稳
定人才队伍。”

据刘术新介绍， 今年还要成
立工会服务站， 还要建立劳资纠
纷调解委员会， 为企业和职工建
立沟通渠道。

闲置空间变身职工之家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的公
共区域职工之家位于园区办事大
厅的一角， 一进门就可以看到醒
目的 “北京工会职工之家 ” 标
识。 这块呈三角形、 有50余平方
米的空间因形状不便一直闲置，
园区工会注意到每日川流不息前
来办事的周边职工群众很多， 亟
需一个小憩的驿站， 经过前期场
地筹备、 服务设备设施配套、 专
职工会工作人员配备 ， 终于在
2018年6月正式投入运行。

“8月份那次来管委办事时
间比较长， 突然下起了大雨， 我
想回不去单位这下可麻烦了， 审
核材料必须在当天交到上级领导
手里。 还好这里有职工之家， 雨
伞、 雨衣都免费取用， 真是太感
谢工会啦 ， 没有让我耽误事儿
……” 来自物业公司的徐丽提起
这件事就很激动； 就在大厅办公
的园区工商所李欣是职工之家的
常客， “之前听说这里要建职工
之家我们就很期待， 建好之后，
我们亲眼看着好多来办事的职
工 ， 在职工之家休息 、 看书看
报、 手机充电， 真是很方便。 我
上班时间没法享用， 中午休息的
时候最喜欢来这里看自己喜欢的
书 ， 有热饮 、 沙发比办公椅舒
服， 角落又安静， 真好像回家了
似的那么惬意， 下午上班立马感
觉能量满满了……”

跟踪发现职工喜好

新型用工形式下， 职工所想
所需 ， 企业HR未必一清二楚 ，
这就需要工会的出现了。

中关村科技园区朝阳园总工
会以电子城IT产业园为根据地，
立足党群活动中心 ， 辐射占地
26.1平方公里 ， 包括电子城东

区、 电子城西区、 健翔园、 电子
城北区、 望京地区和垡头中心区
等六大功能区。 截至2018年底 ，
下属已有百人以上企业工会2家，
会员1600人。

朝阳园工会主席张海明告诉
记者，经过前期详细考察筹划，并
报朝阳园工委领导同意， 公共区
域职工之家最终设在了朝阳园党
群活动中心。按照上级要求，综合
考虑方便职工休息、饮水、饮食加
热等需求，采购了报刊架、共享雨
伞架及雨伞、共享充电宝、针线包
等服务设备。其余所需休息桌椅、
图书及加热等设施，按照市、区总
工会共建组织、共享资源的原则，
与朝阳园党群活动中心原有图书
室、电教室、咖啡吧、微波炉、开水
间等设施共享共用， 目前已建设
完成。

“我们要汇聚力量， 坚持做
推动园区事业前进的先行者， 勤
观察、 多互动， 跟踪发现职工喜
好的新形式、 跟上职工变化的新
节奏、 聚集丰富多彩的新场景，
让园区的白领切实感受到工会组
织的温暖。” 张海明说。

社会资源参与工会服务

在中关村智造大街职工之
家， 职工来饮水、 小憩的同时，
还可以体验到机器人、 720°环影
摄像头 、 智能投影仪 、 电力轨
道、 新式USB插座等智造大街企
业提供的先进智能设备， 并参与
技能培训交流、 心理关爱、 法律
援助等工会组织特色服务， 满足
了上班族的需求， 特别受到职工
欢迎。 中关村智造大街联合党委
副书记、 联合工会主席马文胜告
诉记者： “这里应用了很多我们
大街的产品， 在国内都是比较先
进的设备， 可以为职工提供24小
时服务。”

据海淀区总工会介绍， 该区
在职工之家建设工作开展过程
中， 结合海淀互联网企业云集、
高科技人才汇聚的实际， 大力推
进职工之家和暖心驿站建设， 有
效提升了工会组织服务职工的能
力和水平。 中关村智造大街公共
区域职工之家是今年以来深入推
进职工之家建设工作的亮点之
一 。 在体现智慧建家特点的同

时， 注重突出了工会服务和工会
特色 ， 设置了 “法律援助室 ”
“读书角” “心灵驿站” “暖心
驿站” “休闲驿站” “志愿者服
务站 ” “职工技能培训室 ” 和
“职工兴趣活动室” 等一系列功
能区域， 开通了微信公众账号，
为职工群众提供在线活动报名、
网上预约 、 街区商店等便利功
能， 极大地方便了职工群众。

【记者手记】
“家”建在职工心坎上

对于工会新闻工作者， 职工
之家 ， 并非陌生的词汇 。 但去
年， 北京市总工会在楼宇、 在产
业园， 又或者在商圈建立的公共
区域职工之家， 这种新型的建家
模式却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一是新在理念。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随着改革的
进一步深化， 广大职工不仅期待
迸发创造活力的平台， 而且对生
活更幸福、 社会更和谐的期待更
加迫切。 新时期职工之家建设工
作就是要更好地满足职工群众多
层次、 多元化的需求， 增强 “三
性” 去除 “四化”， 解决服务职
工 “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

二是新在方法。 以前， 工会
建职工之家都是建在单位内部，
往往是大而全的， 离基层单位职
工远， 职工去的少。 去年， 市总
工会在建设工作上有创新， 重点
在公共区域、 商业连锁店、 车间
班组、 楼宇社区等场所建立职工
之家， 依托社会资源， 穷尽各种
方法， 满足职工需求， 让职工随
时可以享受到工会带来的服务。

三是新在内容。 北京的转型
发展， 使首都职工队伍结构发生
重大变化， 新兴的科技、 金融 、
高端服务业群体日益庞大， 这些
职工更为年轻、 更加现代化、 更
具有创新活力。 导致这些职工群
体的需求也较之前更为多元化、
个性、 差异化。 在不断深入了解
各类职工群体需求的基础上， 有
侧重性地创新服务内容， 实现职
工 之 家 服 务 与 职 工 需 求 的 无
缝对接。

很多人印象中的职工之家，
多是建在单位里， 朝九晚五， 随
着大家上下班的作息时间来提供
服务。 这样的存在， 或许可以为
单位内部的职工提供所需， 但现
如今， 楼宇、 产业园的出现， 很
多小微、 新兴企业聚集于此。 上
班有点 ， 下班没点 ， “5+2” ，
“ 白加黑” 的日子， 是白领们的
工作常态。 从去年开始， 北京市
总工会探索在公共区域建 “家”
建 “站”， 吸纳社会资源参与工
会服务， 让职工随时享受工会服
务。 这样的新生事物， 到底受不
受欢迎 ， 又是怎么建设的 ？ 近
日， 记者走访了几家公共区域职
工之家， 发现这里正在发生着奇
妙的变化———白领感受着工会温
暖， 工会组织之间交流工作， 社
会资源参与工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