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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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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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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工互助保障工作是增强职
工抵御风险能力的一道屏障， 为
职工提供坚实可靠的经济互助保
障， 切实为职工排忧解难， 是党
委政府十分关心、 关注的一件大
事。 多年来， 东城区卫计委工会
结合实际情况， 在实践中通过四
大工作方法 ， 即 ： 领导高度重
视， 是做好职工互助保险工作的
保障； 宣传到位， 是做好职工互
助保险工作的基础； 教育引导，

是做好职工互助保险工作的关
键； 服务到家， 是做好职工互助
保险工作的根本。 该工作法有效
地促进了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健康
有序的发展。

在开展职工互助保险工作
中， 在东城区卫计委党政的支持
下， 该工会拿出经费支持互助保
障工作。 从2017年起， 区卫计委
工会每年按每人200元标准， 拿
出经费支持基层为职工开展职工

互助保障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8年底 ， 已出经费250万
元， 实实在在减轻基层工会经济
压力， 推动职工互助保障工作顺
利开展。

目前， 东城区卫计委下属27
家基层单位， 会员6700余人， 参
加职工互助保障率达100%， 每
人均参加2种以上互助保障， 工
会会员卡办卡率达100%， 做到
了随入职， 随办卡。

一直以来， 东城区人力社保
局高度重视职工互助保障工作，
局工会将这一工作列为 “为职工
办实事” 重点任务， 并写进 《工
会年度工作要点》。 研究修订了
《职工 “五必访” 慰问制度》， 将
住院、 重大疾病、 意外伤害 “三
位一体” 互助保障机制与 “五必
访” 机制相衔接， 既保证了职工
互助保障机制落实到位， 又体现
了人力社保局的工作特色， 符合

局情实际。
与此同时， 区人力社保局工

会依托全局工会工作管理体系，
确定17个工会小组负责人担任职
工互助保障政策宣传员， 工会小
组负责人同时又是各基层党组织
的宣传委员， 形成了 “支部宣传
委员+工会小组长+互助保障政
策宣传员” 三位一体宣传模式，
以党建带工建为抓手， 充分利用
党支部和工会小组微信群、 内部

OA网等渠道进行宣传讲解， 进
一步提高干部职工对相关政策的
知晓率。

目前， 全局共为659名干部
职工投保158160元， 2018年全局
共有52人次的工会会员享受到了
13.78万元的理赔金 ， 其中含患
重疾人员6人12万元， 以实际行
动让困难干部职工感受到了组织
温暖， 增强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幸
福感。

多年来， 天坛街道总工会在
开展职工互助保障工作中， 一开
始， 辖区内的一些职工不理解、
不接受， 甚至抵触反对。 于是，
街道总工会改变了策略。 首先，
结合辖区特点， 采用多种形式开
展职工互助保障的宣传工作。 通
过开展职工沟通会 、 企业沟通
会、 走访企业等多种形式向职工
发放宣传手册； 同时， 利用微信
公众号普及职工互助保障政策，
让职工清楚的了解政策内容， 提
升职工的风险防范和自我保障意

识， 激发职工参保的主动性。
其次， 找准职工互助保障工

作定位， 通过不断实践和分析，
创新方式、 方法， 推动职工互助
保障工作提面、 扩点， 为职工筑
起最后一道保障线， 让广大职工
享受到互助保障 “小保费、 大理
赔” 的实惠。

最后， 采取 “巩固基础， 快
步提升” 的工作思路， 在巩固和
加强原有参保单位的同时， 扫除
空白点， 突破薄弱点， 抓住重要
点， 推动职工互助保障， 扩大参

保面， 提高参保率， 切实把职工
互助保障打造成职工受益的 “暖
心” 工程， 社会认可的 “民生 ”
工程， 把职工互助保障工作打造
成为天坛街道总工会的一张靓丽
名片。

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辖区
职工逐步转化为理解、 认可、 普
遍欢迎称赞。 2018年， 天坛街道
总工会共为29个企业办理互助保
险2192人/次 ； 为职工办理保险
理赔29人/次； 完成二次报销核
查工作共计980人/次。

职工互助保障是一项有别于
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重要保
障。 自 “暖·互助” 在职职工互
助保障活动推出以来， 东花市街
道总工会高度重视， 通过各种形
式大力宣传在职职工互助保障活
动， 受到了东花市地区职工的广
泛关注。

在开展职工互助保障工作
中， 东花市街道总工会不断创新
工作方法 ， 发扬优点 ， 改善不
足， 利用QQ、 微信公众号、 电
视等媒介加大在职职工互助保障
活动的宣传。 这些做法解决了企
业和职工的双重困难， 对于保障
职工待遇、 减轻职工医疗负担，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让辖区
更多职工受益， 使广大职工生活
的更加幸福、 更有保障。

与此同时， 自2018年以来 ，
东花市街道总工会为了更好地做
好职工互助保障工作， 在工作中
总结相关经验的同时， 通过开展
座谈、 培训等方式不断加强自身
业务知识的提升。 此外， 针对工
会干部开展了关于互助保险工作
的意义， 险种、 政策、 程序等业
务知识的培训。

2018年， 东花市街道总工会
参与互助保障活动参保人数1866
人， 参保金额达67260元 。 险种
包括住院医疗、 住院津贴、 重大
疾病、 女工特疾、 在职意外。 已
为9名职工做了理赔手续， 累计
理赔金额8589.68元 。 工会在职
工患大病时主动开展工作， 及时
帮助申请， 使他们在第一时间感
受到组织的关怀。

北京东方信达资产经营总公
司 （以下简称 “东方信达公司”）
是一家东城区的综合性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 ， 下属企业工会8家 ，
职工人数1200余人。 在东方信达
公司， 一提起职工互助保障， 职
工们都为此点赞！ 究其原因： 职
工互助保障工作在得到东方信达
公司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该
公司工会制定了 “宣传到位、 参
与积极 、 工作规范 、 参保全覆
盖” 的工作目标， 要求各权属企
业工会要根据职工的实际需求，
充分运用工会经费为每一名职工
参投互助保障， 要实现覆盖率达
到100%。 东方信达公司工会的
做法让互助保障发挥实效， 让职
工权益受到保障。

在开展职工互助保障工作
中， 公司工会指定了互助保障代
办员， 不仅承担着总公司机关的
互助保障相关工作， 同时也负责
对权属企业工会互助保障工作进
行指导、 审核和代办员的培训工
作。 互助保障代办员就像放射线
一样发挥着作用： 及时了解新政
策 、 新险种 ， 掌握每个险种投

保、 理赔所需的情况和内容及相
关的业务操作流程后， 再将这些
内容传达给各权属企业工会的代
办员 ， 组织培训 ， 指导完成投
保、 理赔等相关工作。

提升业务能力， 更要确保宣
传到位， 才能实现职工参保全覆
盖。 按照总公司工会对互助保障
宣传的要求， 互助保障代办员将
各险种的最新理赔政策、 条款进
行整理， 及时向全体职工进行宣
传。 同时， 在总公司系统工会的
工作例会上， 向各权属企业工会
介绍互助保障的最新政策， 推荐
职工收益最多的险种， 将互助保
障的政策传达到基层的企业。

2018年， 东方信达公司1200
余名职工参投了职工互助保障，
险种涉及住院保险、 住院津贴保
险、 重大疾病保险、 女职工特殊
疾病保险、 在职职工意外保险及
在职职工子女意外保险6个险种，
参投险种涵盖了市总推出的全部
险种 ， 参投率达100%。 共投入
工会经费10余万元， 全年为73人
次进行了理赔 ， 理赔金额达7.3
万元。

四大工作法助力互助保障全覆盖

东城区卫计委工会：

互助保障增强职工幸福感

区人力社保局工会：

互助保障成为一张靓丽名片

天坛街道总工会：

来自互助保障的关爱与呵护

东花市街道总工会：

让互助保障发挥实效

东方信达资产经营总公司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