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玉芳： 这次会议主要是：
第一， 向主席汇报2018年已

经完成的工作。
第二， 各位手头上进行中的

工作， 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第三， 2019年的工作有什么

想法？ 有什么困难？ 需要主席和
我配合的工作？

任志峰： 大家先说说2018年
的 工 作 ， 完 成 的 如 何 ？ 遇 到
了 什 么 困难 ？ 需要我和李玉芳
出面配合的有哪些？

扩展渠道搭建职工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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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会”实录看工会
马家堡街道总工会工作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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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 很多人都开始重新审视工会， 深入了解工会的各个职能， 开始
关注工会。 那么， 基层工会工作者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呢？ 下面通过马家堡街道
总工会一次周会的对话， 从中或许能找到答案。

莫飞： 2018年， 马家堡街道
总工会参加丰台区 “五月的鲜
花” 歌咏比赛， 受到了职工的一
致好评。 年初开始组织辖区文艺
活动队开始活动， 职工社区为单
位， 组成了16支代表队， 每支代
表队20人左右， 排练的时候， 马
家堡总工会还聘专业老师到每支
队伍指导 ， 经过3个月的练习 ，
最终选取自编自导的舞蹈 《飞袖
欢歌》 参加了丰台区的比赛， 经
过层层筛选， 最终获得全区比赛
一等奖。 在区工会慰问一线职工
的文艺汇演中， 街道总工会报送
的这只舞蹈还有幸参加。 得到一
线职工的热情欢迎。

任志峰： 很好！ 演出当天我
在现场， 队员饱满的精神状态，
舞蹈的整体过程流畅， 舞台灯光
背景配合到位。

莫飞： 不仅是歌咏比赛， 咱
们街道也组织了不少其他活动，
比如广场舞、 拉丁舞、 肚皮舞，
职工活动也有插花、 烘焙、 尤克
里里制作彩绘、 摄影、 书法、 国

画等等， 都是为了丰富辖区企业
职工的业余生活。 现阶段每周二
至周五都有培训和文体活动1至2
小时， 很多职工得到了提升， 这
些培训班和文体活动很受他们的
欢迎。 职工们都要求今年活动还
要继续下去。

李玉芳： 想到培训能让职工
的业余生活更充实、 更快乐， 我
们就感觉很满足。

莫飞： 马上两节活动就要开
始， 在冬季让职工活动起来， 职
工文体运动咱们共安排5项体育
活动， 乒乓球、 羽毛球、 台球、
踢毽子、 跳绳， 现在统计报名人
数已经有80余人， 职工们还是相
当踊跃的。

任志峰： 活动很好！ 不仅要
强身健体也要安全无误。

这个只是2019年的52个周例
会的其中一个， 会上涉及的都是
职工的切身问题， 以及要解决的
事。 真诚付出， 踏实做事， 只为
辖区的企业与职工服务， 这就是
马家堡街道总工会。

开展文化活动丰富职工生活

郭忠： 在我们辖区开展工资
集体协商工作， 按照市、 区总工
会对工作的要求， 坚持以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 共谋企业发展为基
本出发点； 以建立和谐稳定的劳
资关系为基本准则 ； 以实现企
业效益和职工收入最大化为落
脚点， 落实工资集体协商措施。
2018年， 辖区已建会企业均已签

订了集体劳动合同， 签约内容也
涵盖了工资报酬等粗线条内容 。
并 且 将 所 有 签 约 数 据 录 入 到
北 京 市工资集体协商系统 。 今
年， 我们启动了凯德茂餐饮企业
工资集体协商试点工作， 取得了
初步的成效。

李玉芳： 工资集体协商在马
家堡辖区有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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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玲： 对于一线职工， 我
们在工会服务站 ， 创建 “工会
爱心驿站”， 主要是为广大从事
户外作业的劳动者和环卫工人送
去生活上的方便和关爱， 在寒冬
中有杯热水 ， 在炎夏时有阴凉
地， 累时可以歇歇脚。 同时， 通
过对广大劳动者和环卫职工的关
心和爱护， 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关
爱户外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保障
和改善户外劳动者的生产生活条
件， 重点解决饮水、 休息、 饭茶
加热、 取暖纳凉、 手机充电、 临
时避雨等实际问题。

李玉芳： “工会爱心驿站”

统一管理， 使爱心驿站能够发挥
最大的作用， 切实把工会的温暖
送到每位劳动者和环卫职工的心
里， 更好为城市文明创建服务，
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使辖区户
外劳动者能够在辛苦工作期间体
会到工会 “家” 的温馨。

任志峰： 感谢他们为辖区经
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爱心
驿站要设身处地为他们服务， 今
后要做好宣传工作， 让更多的户
外作业者知晓爱心驿站， 主动享
受爱心驿站的服务， 使广大户外
劳动者能够在辛苦工作期间体会
到工会 “家” 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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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堡街道总工会高度重视 “工会爱心驿站” 的建设工作， 自
2018年10月就开始计划筹建工作， 利用工会服务站原有房资源， 筹措
资金两万多元， 购置桌椅板凳、 空调、 饮水机、 微波炉、 雨伞、 医
药箱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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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餐饮技能大赛， 组织了一场
餐饮行业技能大赛。 通过搭建这
个平台， 为餐饮企业职工提供了
相互切磋、 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
的机会。

任志峰： 这是工会为餐饮行

业职工办的一件实事呀！
李玉芳： 这两年的餐饮技能

大赛办得都很不错。 规模、 参加
的队伍水平、 评委老师、 宣传上
都很好。 2019年， 我们准备跟方
庄地区总工会合作， 联合组织餐
饮技能大赛。 方庄地区餐饮行业

技能大赛已连续举办7届， 知名
度非常高， 而且比赛项目的设置
相当成熟。 通过跟他们合作， 能
为马家堡街道辖区餐饮企业职工
提供一次跨区域交流的机会， 同
时也能让马家堡街道总工会厨艺
大赛的赛程设置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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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会、 企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
的建会沟通类的会议18场， 成功
新入会的企业39家， 为职工办了
410张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自
从有了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后，
职工看电影、 逛商场、 买书、 逛
公园等都能享受一定的优惠， 还
享受四项免费保险， 很多职工一
见我们， 就夸工会会员互助服务
卡好， 这让我们很自豪。

李志义： 是的， 有39家企业
入会。 这些企业大部分是不到10
人小企业， 对工会也不了解。 首
先我们到了企业人家都不愿意接
待我们。 老实说， 让这些小微企
业建会， 太难了！

任志锋： 像这样的小微企业
咱们可不可以依托社区联合工
会， 通过他们把小微企业的负责
人召集起来， 再由我们讲为什么
要建会 ， 建会的好处 ， 怎么建
会， 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里有哪
些优惠服务等。 通过这种方式，
让那些没入会企业对工会有了初
步认识， 此后再由社区联合工会
出面挨个去跑。 街道总工会与社
区联合工会紧密合作， 大大推进
了建会进程。

李娟娟： 是这样的。 就拿凯
德茂餐饮商圈来说， 凯德茂工会
通过多种媒介， 在商圈内宣讲建
会的好处， 我们也经常过去辅助
工作， 通过面对面的讲解， 最终

有20家企业入了会。
任志锋： 这样就对了， 干工

作不要怕麻烦， 认真细致讲解。
毕竟政策对职工和企业都是有帮
助的， 他们会理解的。

王宜娣： 我有个想法， 2019
年的职工沟通会， 让社区联合工
会一起参与。 一是加强社区联合
工会工作人员们的专业知识和业
务水平； 二是让他们将未建会的
企业集合起来， 可以更好为他们
讲解建会政策。

李玉芳： 这想法挺好的， 等
下再想一想具体细节。 比如社区
联合工会沟通上的问题， 要我和
主席出面调节就提出来， 我们会
和社区沟通。

组织“生命至上 安全发展”安康杯知识竞赛

周会参与人与议程
任志峰： 丰台马家堡街道总工会主席
李玉芳： 丰台马家堡街道总工会副主席、 服务站站长
李娟娟： 丰台马家堡街道总工会服务站副站长
王宜娣： 丰台马家堡街道总工会专职社会工作者
莫 飞： 丰台马家堡街道总工会专职社会工作者
林小玲： 丰台马家堡街道总工会专职社会工作者
李志义： 丰台马家堡街道总工会退休返聘工作者
郭 忠： 丰台马家堡街道总工会专职工资协商指导员

组织职工健步走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