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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主席帮职工维权有了专业“智囊团”

□本报记者 任洁 □本报记者 王路曼 通讯员 钱蕾

开发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邀请律师组建微信群

27中：多种途径传承革命校史 密云1.2万防汛干部到岗到位

“待岗时期给的生活费能算
入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标准吗？”
“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受伤， 算
工 伤 吗 ?” …… 在 北 京 经 济 技
术 开发区总工会职工服务 （帮
扶 ） 中心组成的维权朋友圈里，
各种专业问题频频被抛出。 这个
群是该中心专门给开发区企业工
会主席答疑解惑建立的专业群，
群里有律师负责解答疑难问题。
就业和职业保障关系到职工最切
身的利益。 2018年， 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总工会职工服务 （帮
扶） 中心在职工权益维护方面进
行了实践探索。 为了提升职工在
这方面的获得感， 该中心有不少
创新做法。

企业需要法律顾问服务
基层工会来支援

2018年， 开发区的某国际知
名企业因经营策略转移要关掉位
于亦庄的工厂， 150余名员工面
临解除劳动合同， 有一些是已经
在该企业工作十多年的老员工。
该公司的工会主席在得知这一信
息之后抓了瞎， 马上找到了开发
区总工会职工服务 （帮扶） 中心
寻求帮助。 法律服务中心派人员
入驻企业为职工争取最大权益，
企业工会还聘请了专业律师团队
现场办公， 为职工和资方答疑。
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职工们与公
司达成一致， 拿到了高于法律规
定的离职赔偿。

然而， 当法律服务中心主任
高岩听说律师团队工作15天收费
高达数万元时， 还是嘬起了牙花
子。 “一方面， 专业团队的介入
给企业解决了大问题。 如果没有
律师作为中间人协调， 资方和职
工都摸不着自己的权益是什么，

那就会起更多的纷争。 不过从另
一方面说， 这个收费不是普通企
业能承担的， 如果这钱能用到职
工身上多好。”

开发区总工会职工服务 （帮
扶） 中心的工作人员着手准备基
层工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通过
公开招投标形式 ， 选定 5家律
师事务所作为基层工会法律顾问
律所资源库， 基层工会有法律服
务需求的， 可自主选择签订一家
律师事务所， 作为基层工会的专
业法律顾问开展服务。 而法律服
务价格仅是市场价的六分之一。
通 过 这 种 自 主 选 择 服 务 的 模
式开展基层工会法律顾问工作，
让区内基层工会在开展日常工会
工作中更加有法律依靠。 另外，
如何让服务随时随地对接呢？ 职
工服务 （帮扶） 中心组建了五个
微信群， 将2000名工会主席拉到
群里， 当这些工会主席碰上了法
律问题， 就可以直接咨询群里的
律师。

一时间， 各种咨询问题扔进

了群对话。 “企业要裁员， 您看
这个职工在去年一直待岗， 工资
和之前工资差距很大。 公司算离
职补偿的时候 ， 按正常工资计
算 ， 还是按前一年的收入算 ？”
“我们单位一职工在春游的时候
扭了脚， 这算工伤吗？” ……

高岩说， 自从有了这个专业
的服务做靠山， 工会主席做工作
都容易了。 “工会主席要维护职
工权益， 和资方容易产生分歧。
现在有了律师的意见做润滑剂，
必要时还可以出具律师函作为参
考， 双方都更容易接受。”

劳资有争议时为职工实
现专业维权

开发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在职工维权方面也有自己的想
法 。 2018年 ， 开发区调解委员
会与仲裁委员会协调， 建立裁前
调解制度， 正式开展劳动争议仲
裁案件先行调解工作 。 同时 ，
当事人可以申请将调解书置换仲

裁 调 解 书 ， 增 加 调 解 书 的 法
律效力。

对此， 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的职工王女士深有体会。 最近因
为四个月工资没拿到手， 7月15
日王女士到亦庄经济开发区总工
会职工服务 （帮扶） 中心， 就单
位拖欠工资的问题进行咨询。 公
司表示， 目前企业经营困难， 无
力支付职工工资。 单位还有30余
人也面临欠薪的局面， 大家都不
知道怎么办。 “我们这个钱还能
要回来吗？” 王女士忧心忡忡地
问。 中心工作人员建议王女士在
开发区总工会职工服务 （帮扶中
心） 申请调解。 王女士经过再三
考虑， 决定先申请调解， 与之有
相同遭遇的其他二十余名职工也
决定申请调解。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王女士
等职工在服务中心立案之后， 他
们及时约谈了公司的负责人。 经
过多次交流讨论， 双方终于达成
一致意见， 企业同意于8月31日
之前支付部分工资， 余款于10月
30日前付清。 同日， 企业与该22
名职工签订调解协议。 在签完协
议之后， 王女士和职工们松了一
口气。

据介绍， 开发区总工会2018
年调解争议案件946件， 316件调
解成功 ， 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
474.58万元； 全年提供法律援助
115件， 现已结案107件， 且全部
胜诉， 诉讼金额264.81万元。

职工离职后转岗平台找出路

如何让职工顺利转岗延续职
场生涯， 是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
的服务。 开发区总工会职工服务
（帮扶） 中心就有这样一个转岗
服务的平台。 据介绍， 不仅老职

工因失去工作岗位到这里来求
助 ， 还 有 工 人 刚 到 北 京 就 提
着 行 李来找活儿了 。 今年34岁
的工人张某3月份到服务中心登
记， 6月从平台找到了一线操作
工的工作。

据了解， 2014年， 某知名企
业根据市场调整生产结构， 造成
大量工人与企业解约。 为了让工
人们及时找到就业岗位， 开发区
总工会职工服务 （帮扶） 中心为
职工开设了专场的转岗招聘会。
从此之后， 服务中心就开始了员
工转岗招聘工作的服务并成立了
转岗就业平台。

“如果辖区内有大型企业关
厂或转产， 我们就会主动和企业
联系， 问对方是否需要开设招聘
会。 还有职工个人因辞职或者与
上一家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到我
们这里来做转岗就业的登记 。”
工作人员表示， 转岗就业平台掌
握着有大量招聘需求的企业信
息， 还与8家亦庄开发区内的人
力资源公司有合作， 会根据职工
的职业规划来为他找合适的岗
位。 “职工到了之后， 我们会发
给他一张转岗就业登记表。 让职
工将自己的职业需求进行登记，
比如薪金要求 、 是否同意三班
倒、 个人基本信息、 工作经历、
英语计算机水平等。” 这位工作
人员介绍， 当企业和职工的需求
都对应上之后， 他们就将跟双方
进行联系面试完成招聘。 “我最
怕的是将职工推到不负责任的企
业。” 工作人员说。 为此， 转岗
就业平台在筛选企业时， 做了不
少查询审核工作， 将有大量劳动
争议案件、 诚信记录不良的企业
挡在平台之外。 据了解， 今年以
来已经有40多名职工在平台登
记。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的前身
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创办
的孔德学校， 诞生于风云际会的
新文化运动中。 在近现代史上，
该校师生积极参加爱国革命运
动， 在历史的洪流中孕育出孔德
人独特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
并传承至今。

埃德加·斯诺在 《西行漫记》
中记载： 1919年初， 毛泽东要和
法国学生一同前往上海， 但他只
有到天津的车票， 不知道到后怎
样才能再向前走。 他的一位同学
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
借了十元给毛泽东， 使毛泽东能
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

孔德学校建校伊始就在因缘
巧合中与毛主席结缘， 这是学校
红色校史中的一个细节。 从1919
年资助毛泽东奔赴上海领导革
命， 到1922年李大钊到学校演讲
先进思想 ； 从 1925年 “五卅事
件” 孔德师生参加天安门反帝示
威游行， 到1926年为纪念 “三一
八惨案” 牺牲的烈士立碑纪念；
从1937年抗战爆发保护爱国抗日
人士， 到抗战期间全校师生抵制
奴化教育， 没有让日本人进入孔
德大门； 从1948年师生参加护城
护校运动， 宣传进步思想， 到北
平解放后学校为党输送了不少干
部……种种举措无不体现出孔德

人的爱国底蕴。
据二十七中党总支书记袁利

军介绍， 在大革命低潮的白色恐
怖中， 孔德教职工冒着风险， 保
护李大钊烈士的子女， 并悉心保
管他的遗稿遗物长达22年， 直到
解放后交给党和政府， 体现出孔
德人的铁肩担当。

解放前， 学校同时存在着教
工支部和学生支部两个地下党组
织， 他们互不知情， 但又默契协
作， 在宣传我党政策、 发展党团
组织、 迎接北平解放等方面做了
一系列工作， 并为抗日根据地和
华北解放区输送人才。

到了北平解放前夕， 孔德中
学部的地下党员增至10人， “民
联” 从初二到高三年级已有成员
26人。

在孔德高中各班自治会的基
础上， 地下党支部建立 “护校委
员会”， 后改为 “迎接北平解放
委员会”。 党支部发动党员、 民
联成员和一些积极分子趁夜到街
巷散发 《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告北
平市民书》， 并收集市民的反应，
向上级党组织汇报。

70年过去， 尽管校名和建筑
风貌已有变化， 但这所老校仍旧
保持着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怀。
学生进校之初， 校方就开展校史

教育讲座， 并在实验楼里建起校
史走廊， 重点讲解孔德时期的学
校历史，尤其是其中的红色印记；

同时， 校方开设了 《微微一
校很倾城》 校本课程， 结合学校
与北大的历史渊源以及地域优势
开讲。 高中部学生还组织到北大
红楼现场学习， 了解新文化运动
发展史和北大革命史。

在每年举办的艺术节上， 学
校都要在初中年级开展讲校友故
事活动 ， 引导学生通过学习校
史， 了解英雄模范校友的事迹，
并能向同学们讲述。

袁利军告诉记者， 27中现有
三个先进集体， 分别是教育部命
名的张炳贵班、 北京市命名的邱
少云中队和东城团工委命名的钱
学森团支部， 这些先进集体对学
生的成长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在今年的五四表彰活动中， 学
校再次对这三个集体进行命名，
把英雄模范的旗帜一代一代传承
下去。”

8月 9日起 ， 北京普降大
雨， 其中最大降雨点位于密云
区石城镇石城监测点， 达204.1
毫米。 降雨后， 密云区各级防
汛干部12000人迅速到岗到位，
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准备。

8月9日夜间， 石城镇西湾
子村的60余名村民转移至镇中
心小学安置，区、镇两级政府为
安置群众提供了被褥、毛巾、矿
泉水、洗漱用品、防蚊液等生活
和应急物资，并配送一日三餐，
保证群众正常生活。

8月10日上午 ， 90岁的村
民陈绍金感觉胸口憋闷， 包村

干部任扬程马上从镇卫生院请
来医生为其检查。 确认身体无
恙后， 医生告知其家属如何使
用 。 随后医生又挨个宿舍询
问， 为老人们测量血压、 叮嘱
注意事项。

任扬程介绍：“有了去年的
防汛经验， 今年一切工作都很
顺利，转移安置井然有序，村民
情绪普遍很稳定， 我们也感觉
心里有底。 ”

据统计，截至10日15时，密
云区雨情较大的石城、冯家峪、
不老屯、古北口四个镇43个村，
共转移村民498户1019人。

中铁建工妥善应对自然灾害

在 防 御 今 年 第 9号 台 风
“利奇马 ” 中 ， 中铁建工上海
分公司将受台风影响区域项目
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3200名工
人 ， 这是记者8月10日从该公
司了解到的。

8月9日， 该分公司召集分
包单位和全体员工召开防台防
汛动员会， 对台风实时路径进
行关注， 采取 “贴身紧逼” 式
监视预报。 加强现场风险隐患

排查整改， 包括屋面杂物、 临
边洞口 、 临水临电 、 材料堆
放， 重点盯控人货电梯、 脚手
架和板房的加固工作， 不留隐
患。 准确统计工人人数， 联合
属地街道、 社区及应急管理部
门， 在学校、 体育中心等处设
置避灾安置点， 在台风登陆前
的24小时， 各项目部加快人员
转移工作， 顺利将3200人安全
送达指定地点。

□本报记者 马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