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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响工会工作“集结号”
———丰台区花乡地区总工会工作纪实

春回大地乡间暖， 万象更新展笑颜。 一直以来， 丰台区花乡地区总工会坚持自觉把工会工作融入党政
工作大局， 紧扣全乡工会工作实际， 在基层工会组织建设、 “暖心驿站” 与“职工之家” 建设、 女工关爱
活动、 职工文体活动等方面进一步提升、 凝聚广大职工智慧和力量， 吹响了全乡工会工作迈上新台阶的

“集结号”， 打响了提升全乡工会组织影响力的“冲锋战”， 辖区广大职工幸福指数不断飙升。

组织职工志愿者开展“清洁家园
美丽丰台”志愿者活动

组织双沟通会活动 组织女职工DIY香水手工定制活动

“我户口是河北的， 在这个
大厦里面当保安， 要是想加入工
会成吗？” “那黄皮儿的 （入会
宝典）， 能多给我几份吗？ 我想
带 回 去 让 那 些 在 这 边 打 工 的
老乡也看一看。” “听说办了工
会会员卡， 买北京市属公园年票
时就能便宜一半儿， 是真的吗？”
……在 “花乡地区总工会走进企
业职工沟通会” 现场， 来自春岚
大 厦 各 小 微 企 业 的 员 工 们 纷
纷 围 住乡村两级工会人员 ， 你
一言我一语地就自己关注的问题
进行咨询。 地区总工会开展 “职
工沟通会” 是为了加强基层工会
组织规范化建设、 更好地吸引职
工加入工会。

因此 ， 在每次举办沟通会

前， 地区总工会副主席孙佑波带
领 工 会 人 员 及 时 做 好 场 地 协
调 、 到周边各企业上门发动及
工会网络发布等方式进行 “预
热”。 在沟通会活动现场， 大家
忙着发放入会宣传材料， 就工会
的职能， 加入工会的好处进行解
答 ， 指 导 职 工 下 载 北 京 工 会
12351APP进行注册 ， 指导申请
入会的职工现场填写 《入会登记
表》 采集会员信息， 悉心做好每
一个细节。

地区总工会主席张春生介绍
说： “通过推进常态化的 “职工
沟通会” 机制和 “一企一策” 沟
通服务机制， 我们确保了沟通会
各个环节做细做实。 2018年， 我
们指导北京志广富庶农产品有限

公司等7家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
发展新会员1614人， 办理工会会
员卡1614张。 花乡地区总工会以
形式多样的 “职工沟通会” 为抓
手， 着力扩大辖区工会组织覆盖
面 ， 目前 ， 全乡共有工会组织
592家， 会员总数为18327人。”

结合花乡辖区大、 会员众多
的特点， 地区总工会还指导辖区
各级工会建立起了一支3539人的
花乡首都职工志愿者队伍。 在元
旦春节和两会、 国庆等重大节日
期间， 通过首都职工志愿者花乡
服务大队组织各单位 “蓝马甲”
志愿者开展日夜值班巡逻、 上街
疏导交通、 整齐摆放共享单车、
入户宣传安全知识、 参与环境整
治等志愿活动。

【建会推进快 服务重实在】

【暖心驿站好 温馨又周到】
“小詹， 快下来歇会儿， 擦

擦汗、 坐这边儿喝杯水。” 新发
地 “暖心驿站” 社工薛艳兰热情
地招呼道。

“谢谢薛姐， 我自己带着水
呢。” 青年职工小詹边答话边走
下跑步机。

“咱这儿有刚沏好的茶水，
你们要是渴了 ， 就自己过来倒
啊！” 在图书室这边， 薛姐的同
事也在招呼着几位坐在沙发上看
书的职工。

走进古色古香、 宽敞明亮的
新发地工会 “暖心驿站”， 就会
被红绿相间的清新风格所吸引 ，
不规则摆放的桌椅让这个近200
平方米的空间看上去温馨舒适，
而每张桌子上依次排列的鲜花绿
萝则为这里平添了几分活力。 每
天中午12点过后， 职工们就陆陆
续续地来到这里看书、 健身、 打

球， 气氛融洽而欢快。
新发地村工会的 “暖心驿

站” 与 “示范职工之家” 已经建
成的休息区、图书室、健身房、室
外篮球场、乒乓球场紧紧相连，形
成了一个专供职工休息、 休闲、
娱乐的活动区域 。 而 “暖心驿
站” 的开放使用， 又使得新发地
“职工之家” 的功能更加完善。

饮用水、 花茶、 冰糖……在
新发地工会 “暖心驿站”， 以上
物品依次摆放 ， 供职工随时享
用。 自去年夏天起， 还增加了清
凉油、 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用品，
以备不时之需。 村党政企领导更
是对职工关怀备至， 每当夏季，
新发地宏业投资管理中心董事长
张玉玺都带领村干部深入到市场
各部门， 亲自把一杯杯祛署的绿
豆汤送到一线职工手中。

“我们这个 ‘暖心驿站’ 和

‘职工之家’ 建得特别好， 让村
企业的职工感受到公司人文关怀
的同时， 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劳
动热情。” 新发地工会服务站站
长李敏荣深有感触的说： “我们
觉得， 既然是让职工放松、 休闲
的地方， 就一定要做好。 因此，
我们就把所有椅子换成了跟桌子
配套的颜色， 你再看这些绿植，
我们都是定期更换”。

落实丰台区总工会专项部
署， 2018年， 花乡地区总工会指
导各村级工会和非公规模建会企
业建立了52家 “暖心驿站”， 11
个 “职工之家”， 新发地工会服
务站被区总工会评定为 “示范职
工之家”。 各级工会将活动阵地
设立在职工集聚区， 圆满解决了
职工参与文体活动的 “最后一公
里” 问题， 进一步提升了职工群
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专项活动多 女工乐开怀】
“姐， 你闻闻！ 还是我这瓶

的味儿好吧？” 在花乡地区女职
工DIY手工香水定制活动现场 ，
来自纪家庙的王静笑嘻嘻地把自
己刚刚调制成的香水递给邻座的

郭公庄姐妹张君。
“我真得给你点个赞！” 在

竖起拇指的同时 ， 张君笑道 ：
“不过， 我还是更喜欢我选的这
种香型。”

2018年 “平安夜 ” 这一天 ，
来自全乡基层单位的50名女职工
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地区总工会举
办的 “炫彩生活匠心制造” 香水
制作活动。 “人识香， 香怡人”，

【文体花样多 凝心又聚力】
“1、 2、 3、 4、 ……158”，

随着跳绳儿轻快而均匀的 “飕
飕” 声， 嗓音清脆的工会服务站
社工李晨正在为参赛选手计数。

“我可有点儿坚持不住啦！ ”
气喘吁吁的小陈俏皮地吐了一下
舌头，正准备要放下手里的跳绳。

“还剩25秒 ， 再加把劲儿
呀！”，

在花乡机关职工趣味运动会
上， 姑娘小伙儿们活泼欢快、 跃
跃欲试； 中年的叔叔阿姨们神态
自若、 志在必得。 在一阵阵叫好
声中， 来自农业发展办的老韩以
2分钟跳绳230次的成绩， 名列跳
绳比赛的榜首。 老韩开心地说：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 我每天都
参加午间健身活动， 不仅锻炼了
身体， 精神上也得到了很好的放
松 。” 此外 ， 在踢毽儿 、 台球 、
乒乓球比赛等项目中， 各部门参
赛职工也都有不凡的表现。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是从思想上凝聚人， 从行为上规
范人， 从素质上提高人， 进而激
发职工群众积极性， 增强工会组
织凝聚力的重要方面。 2018年以
来， 地区总工会开展的花乡职工
春季健步走、 庆祝建党97周年五
月的鲜花文艺汇演、 翔宇杯羽毛
球赛、 芳菲杯乒乓球赛、 职工读

书活动、 迎新春送大米活动以及
依托12351平台， 落实上级工会
开展的会员专享活动， 各基层单
位工会积极参加的网上订庙会
票、 佐餐包、 旅行包、 干果、 温
泉票、 洗衣券等活动， 花乡受益
职工8320人次。

今年春节前夕， 为把各基层
职工网上 “抢” 到的东北大米、
佐餐包及时有序的发放到位， 地
区总工会全体人员主动延长了工
作日上下班时间， 还放弃了周六
日的公休， 为前来领取物品的各
单位会员们送上 “娘家人” 的贴
心服务 。 在花乡 “世界公园灯
会” 举办期间， 地区总工会全体
人员顶风雪、 冒严寒， 在重点区
域的花灯周边分片值班巡逻， 提
示游客安全注意事项， 望着游客
们一张张满意的笑脸， 大家仿佛
忘记了几天来的疲劳和寒冷。

今年10月1日， 将迎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全乡各
级工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在花乡党委和区
总工会的正确领导下， 继续以创
新创优工会工作为重点， 加强自
身建设、 履行维护职能、 竭诚服
务职工， 在花乡的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中做出新的贡献。

感受香水的魅惑与神秘 ， 玫瑰
香、 迷迭香、 柑桔香， 薄荷香，
薰衣草香等各种不同香味， 以及
在专业老师指导下亲自体验DIY
香水制作的乐趣， 让活动现场充
满了欢声笑语。

此外， 区乡工会举办的 “花

乡女职工DIY创意制作———绕线
珍珠项链” 主题活动、 “庆三八
女职工订厨房大礼包” 活动、 女
职工插花园艺活动、 村级工会开
展的女工体检等活动， 都为花乡
女职工送上了工会组织的温馨与
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