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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里街道总工会：“有
病人帮我，无病我帮人”

职工互助保障计划是一件对
企业、 对职工都有利的好事， 帮
助患病职工解决了个人自付医疗
费用过高的困难。 在推动职工互
助保障计划中， 和平里街道总工
会以 “有病人帮我 、 无病我帮
人” 为原则， 通过广泛宣传， 精
心组织， 职工互助保障计划覆盖
面稳步增长， 获得了广大企业职
工的认可。

几年来， 街道总工会结合辖
区特点， 采用多种形式开展职工
互助保障计划的宣传。 在职工沟
通会和企业沟通会等建会宣传
中， 向企业职工发放宣传册， 宣
传开展职工互助保障的意义和相
关条款内容； 通过微信群、 微信
公众号和QQ群等新媒体， 让职
工知晓 ， 激发他们参保的主动
性。 同时， 开展业务知识专场培
训。 2016年以来， 街道总工会每
年召开两场以职工互助保障计划
为内容的业务培训， 截至2018年
底， 辖区内共有6000名职工参加
在职职工互助保障计划培训。

理赔工作是职工互助保障的
重要环节， 随着辖区内参加职工
互助保障计划的职工人数逐年上
升 ， 理赔案件数量也在相应增
加。 几年下来， 街道总工会紧抓
职工互助保障理赔工作， 让职工
享受到职工互助保障 “小保费、
大理赔” 的实惠。 2016年至2018
年， 为17名出险的职工理赔， 理
赔总额达到54890.63元。 保险理
赔充分体现了职工互助保障收费
低、 保障力度较强、 手续简便、
赔付及时等特点， 对于减少职工
家庭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现象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

此外， 为了更好地了解职工
的需求， 街道总工会制定 《应急
救助实施办法》， 辖区内工会会
员只要参加在职职工互助保障计
划并且持有工会会员互助服务
卡， 因患病、 突发自然灾害或遭
遇其他特殊困难， 导致基本生活
暂时出现严重困难， 都能得到应
急救助。该办法实施一年来，共为
辖区内参加职工互助保障计划、
罹患重大疾病的4名在职职工发
放救助金额69809.02元。 其中，大
宇新科的职工龙建明， 获得应急
救助金额30000元 ， 互助保障理
赔款金额31400元 ， 及互助互济
慰问金额10000元。

值得一提的是， 街道总工会
为了助力职工互助保障工作的开
展， 还制定职工互助保障奖励体
系， 这一体系规定， 根据企业参

加职工互助保障计划人数的不同
比例和连续参加职工互助保障计
划时间年数给予奖励。

体育馆路街道总工会：
尽心尽责服务职工

多年来， 在建立档案整理、
台账登记、 账务管理等基础性工
作中； 在企业保险到期前提醒已
投保企业续保等事项， 确保让已
投保的企业投保不断档， 让未投
保的企业更快地加入职工互助保
障大家庭等细节中， 体育馆路街
道总工会做得一丝不苟。 体育馆
街道总工会在2018年又一次超额
完成职工互助保障投保任务， 他
们通过行动践行着尽心、 尽力、
尽责服务职工的承诺。

街道总工会利用职工互助保
障培训、 开展职工沟通会、 走访
企业、 发放职工互助保障宣传单
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职工互助保
障计划， 让职工会员更好了解到
职工互助保障活动带来的益处。

工作中， 街道总工会始终把
学习放在重要位置 ， 通过参加
市、 区总工会组织的学习培训及
自学， 对职工互助保障业务知识

有了全面了解， 对企业工会会员
的理赔， 能做到准确指导会员准
备理赔材料、 及时把材料报送上
级部门， 以保证会员及时收到理
赔金， 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工会会
员有效减轻疾病带来的经济负
担， 更让会员真正体会到了工会
大家庭的温暖。

2018年， 体育馆路街道全年
共 投 保 3074 人 次 ， 投 保 金 额
141861元， 赢得广大职工会员对
工会组织的信赖与赞扬。

京诚集团： 和谐帮扶赢
得职工好评

职工互助保障工作是一个具
体、 业务性较强的工作， 京诚集
团为了切实做好职工互助保障工
作， 集团工会按照实际情况制定
工作计划， 把和谐帮扶作为自身
工作的突破口， 使职工互助保障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赢得了广大
职工的好评。

宣传及时， 培训到位。 开展
职工互助保障工作中， 采取各种
形式对职工宣传职工互助保障计
划的性质、 目的、 典型事例等，
做到逢会必讲， 经过宣传动员，

单位领导和职工都对职工互助保
障工作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增
强了职工自我保障意识。

2018年 ， 全集团职工参保
1986人次， 投保金额11.87万元。
其中， 《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
保障计划》 参保810人次，投保金
额4.54万元 ； 《在职职工住院津
贴互助保障计划》 参保620人次，
投保金额3.72万元； 《在职职工
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 》 参保
439人次， 797份， 投保金额3.19
万元； 《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
助保障计划》 参保117人次， 169
份， 投保金额0.42万元。

工作耐心， 服务热情。 始终
把职工利益放在第一位， 对每一
位咨询、 申请互助金的单位和个
人都做到热心相待、 笑脸相迎，
认真仔细为他们讲解政策， 解答
各种问题。 为患病住院职工及时
申请互助金， 及时审核报批下级
单位的补助申请 ， 尽量简化程
序 ， 力争尽快让职工领到互助
金， 减轻职工负担， 以解职工燃
眉之急。

2018年 ， 赔付职工累计168
人次 ， 赔付总金额 21.56万元 。
其中住院职工互助保险赔付90人

次 ， 赔付总金额14.44万元 ； 住
院津贴保险赔付75人次， 赔付总
金额3.44万元;重大疾病保险赔付
3人， 赔付总金额3.68万元。

区教育工会： 关爱教职
工永不止步

职工互助保障工作是工会组
织履行维护职能， 为职工群众办
好事、 办实事的具体体现， 是维
护职工群众最现实、 最直接利益
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一年来， 区
教育工会在开展职工互助保障工
作中， 从管理制度、 工作方式、
优质服务等多方面积极探索、 不
断创新， 全力为教职工解决实际
困难， 做到维护、 关爱教职工永
不止步。

多渠道推广显成效。 召开基
层工会主席会 、 保险经办人员
会， 使基层主席、 经办人员从思
想上认识到职工互助保障的重要
性。 多次在会上发放 《职工互助
保险宣传手册》， 向基层单位传
递职工互助保障计划最新精神，
不断扩大职工互助保障计划的影
响力。 利用教委办公网、 东城教
工之家网站等渠道介绍职工互助
保障计划， 让教职工随时随地登
陆网站查询、 了解最新政策。 经
常深入到基层学校为教职工提供
面对面的讲解， 通过具体案例使
教职工听得懂 、 看得见 、 摸得
着， 从而增强教职工的认同感和
主动参保的积极性。

同时， 区教育工会有针对性
地开展职工互助保障计划的业务
培训， 强化保险档案的管理， 确
保职工互助保障计划健康发展。

创新方式方法， 提高职工互
助保障工作效率。 以前， 职工保
险互助保险业务系统由各基层工
会上报投保计划、 教育工会统一
输机录入， 148个单位近1.4万名
教职工的信息全部由教育工会工
作人员一一录入， 面对巨大的投
保数量， 教育工会人手有限， 在
集中到期续保时 ， 经常加班加
点， 同时， 这种录入方法给基层
工会查询参保信息带来不便。 从
2015年开始， 区教育工会改进原
有工作方法， 对基层工会建立基
层学校保险数据库， 为148个基
层单位设置独立的用户名密码，
每个学校可以随时为本单位教职
工投保、 查询。 制作印发了图文
并茂的详细操作说明， 让大家对
照操作， 也便于基层经办人员更
换时做好工作交接。 并且分五批
对148名经办人员开展培训， 手
把手带领大家操作， 确保每人都
完全熟练掌握整个网上操作流
程。 通过调整工作方法， 确保了
保险信息的准确完整， 提高了工
作效率和质量。

在接待教职工关于职工互助
保障计划的咨询上， 区教育工会
做到耐心周到、 不厌其烦； 在投
保办理上 ， 及时提醒 、 认真核
对； 在出险理赔上， 认真审核每
一份出险材料， 遇到资料不齐或
需要复印的情况， 帮助解决， 不
让教职工多花一分钱。 为保证教
职工及时拿到赔付款， 总是第一
时间上报出险材料。

目前， 共参加了女工特殊疾
病、 意外伤害、 重大疾病、 住院
津贴、 住院医疗等五种职工互助
保障计划。 148个基层单位全部参
保，女工参保率年年达100%。 教
职工从职工互助保障计划中得到
了实惠。

爱爱心心一一片片为为万万家家
互互助助保保障障伴伴左左右右

□本报记者 张瞳

“职工有困难， 我们来帮助； 职工的需求， 我们尽力办； 职工
的期盼， 我们有作为。” 这些不是口号， 不是标语， 而是东城区那
些从事职工互助保障工作的人们的缩影。

面对东城区18.8万职工， 他们以服务职工为宗旨， 围绕着 “强
化服务意识、 提高参保率、 扩大受益面” 的目标， 积极宣传并办理
好北京办事处开展的各项职工互助保障活动， 在服务职工群众上做
出了新成绩， 在争取政策支持上取得了新进展， 在职工互助保障体
系建设上实现了新突破。

2018年， 职工保险互助会东城区代办处保险业务系统中有效会
员17万， 向北京办事处上缴会费692.2万元， 超额完成了全年上缴
会费637万元的年度任务， 较去年增长了15%。 2018年， 共为职工
办理理赔1750人次， 共发放互助金298.9万元， 其中， “百街千巷”
活动为11名出险会员提交了理赔申请， 共发放互助金82560元。 同
时， 全年四个季度暖·互助 “二次报销” 受助职工约11万人次， 共
收到互助金1349万元。 在这一串数字的背后，
却隐藏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受助职工来到和平里街道总工会送锦旗

京诚集团工会组织干部职工参加职工互助保障培训

———聚焦东城区职工互助保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