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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如何
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 推进集体
协商提质增效， 让劳资双方， 共
商同议促和谐 、 共力同心抗疫
情、 共济同舟渡难关？ 今年， 平
谷区夏各庄镇北京华阳服装厂在
推进集体协商提质增效 “互动交
流” 中， 企业党政工作者、 工会
工作者、 协商工作者、 经营管理
者、 劳动者认真学习北京市总工
会 《“保企业保就业保稳定” 集
体协商行动计划》， 结合实际开
展疫期工资协商。

受疫情影响， 今年前5个月，
华阳服装厂生产销售收入达到
2000万元 ，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0%。 因此， 在防控疫情的特殊

时期 ， 劳资双方发挥微信 、 短
信 ， 电脑网络 、 微博视频等优
势， 进行特殊时期的集体协商。
通过劳资双方协商， 经职工代表
网上视频表决， 于今年2月1日分
别组织企业职工， 在实施严格疫
情防护措施的基础上 ， 加班加
点， 投入了防护服生产， 保证了
企业和员工发展增收双丰收。

据北京华阳服装厂相关负责
人表示 ， 从9年前开始到现在 ，
劳资双方求实创新， 坚持 “互动
联谊集体协商” 方法向 “互动服
务集体协商” 方法延伸升级， 共
商共决、 共利共赢。 今年以来 ，
劳资双方应急应事、 民主议事，
保证了突如其来的疫情没有影

响到企业发展和职工收入及福
利待遇。 在生产订单 比 去 年 同
期有所增长 、 销售收入比去年
同期下降 20%的基础上 ， 1至 5
月 ， 企业员工月最高工资达到
4000元 ， 中档工资达到3500元 ，
最低工资达到3000元。 员工最低
工资较去年同期每月增长500元，
比去年11月劳资双方工资集体协
商约定的企业员工最低工资2250
元增长750元。 实现了企业员工
特殊时期不减薪的集体协商提质
增效愿景。

职工表示， 从2月1日复工生
产防护服那天开始， 董事长天天
陪护员工上下班， 保证每天不让
每名员工落伍掉队。 每天给员工

发红包进行慰问鼓励， 保证生产
优质高效。 并责成企业工会， 把
疫情防护用品、 慰问品， 送到每
名员工手上， 实现了特殊时期不
减员、 不下岗、 不减福利的集体
协商提质增效愿景。

该厂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
10年 间 ， 我 们 通 过 劳 资双方
“联谊互动集体协商 ” 方法向
“服务互动集体协商” 方法延伸
升级， 确保了推进集体协商提质
增效， 在经营管理者和生产劳动
者心目中， 由看不见、 摸不着、
不了解、 不善用、 不信服、 不认
同， 变成了看得见、 摸得着、 程
序合规、 过程合法、 方法实用、
成果实际 、 优质优效 、 认同认

可。 让工会真正成为员工的 “娘
家人”。

该厂党政工作者表示， 推进
集体协商提质增效， 将作为目前
和今后企业党建和群众工作的重
点工作， 常抓不懈， 为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建设，
发挥铺路架桥作用。

据了解， 北京华阳服装厂是
平谷区夏各庄镇的一家百人以上
企业 ， 创建于1985年 ， 现有在
岗员工218人 ， 每年面 向 美 国 、
日 本 及 澳 大 利 亚 销 售 品牌服
装， 成交生产出口量超过200万
件以上， 为镇域农民工服装服
饰生产技能人才就业增收解了
难题。

本 报 讯 （ 记 者 闫 长 禄 ）
“感谢工会送来的暖心关爱， 让
工作干劲儿更足了。 我们一定调
整好状态， 以更加奋进的精神，
投入到疫情防 控 工 作 中 。 ” 近
日 ， 房山区阎村镇总工会分两
批开展了主题为 “抗疫有担当，
工会送清凉” 疫情防控一线慰问
活动。

此次活动中， 镇总工会精心
为各村、 社区卡口工作人员准备

了补充维C的沙棘汁、 防暑降温
的饮料和生津止渴的绿茶； 为镇
机关下沉到防疫一线的干部职工
准备了包含有口罩 、 手部消毒
液、 花露水、 防暑药品等物品组
成的清凉包。

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活动的开展不仅为奋战在一线的
干部职工送去清凉， 更让广大干
部职工深切感受到来自党和政
府、 工会的关怀。 闫长禄 摄

“工会暖心关爱让工作干劲儿更足了”

■工会干部下沉日记

工运史和劳动保护研究室干部 朱鹏

初心不改再出发 标准不降抓防控
完成了核酸监测点的工作任

务后，接到通知，我第二次下沉到
通州区台湖镇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从寒冬凌霜到炎夏酷暑，第一
次下沉我和同事坚守了100多天，
尽心尽力参与了卡口值守、 防疫
宣传、 排查走访、 服务保障等工
作，用扎实的工作取得了辖区“零
疫情、零感染”的宝贵战果。

在这期间，我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在第一线与群众面对面，经
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收获了成
长，上了一堂生动的基层实践课。

三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和村
两委班子朝夕相处、共同战“疫”，
处成了战友、朋友。记得在第一批
下沉结束时的送别会上， 大家依
依惜别、饱含真情，有个村干部满

含热泪地说：“感谢市总工会的下
沉干部， 你们来后缓解了我们很
大压力，有很多好点子、好想法，
帮助我们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候。”

第一次下沉感受更多的是勇
气、毅力和担当，让我对基层工作
的不易与艰辛有了更真实的体
会， 对基层工作在国家治理体系
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
青年干部主动参与重大任务的责
任担当有了更清晰的自觉。 第二
次下沉感受更多的则是信心、坚
持和胜利。

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突发后，
市委市政府迅速果断采取一系列
严格的防疫防控措施， 经过一个
多月艰苦卓绝的努力， 北京成功
控制了疫情的反弹， 取得显著的

防控成果。 这充分说明党的领导
坚强有力， 充分说明各项防控举
措得力有效， 充分说明 “及时发
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
治”应急机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信心。

常态化防控阶段更加考验我
们的担当和责任， 响应级别调整
并不意味着防控措施的放松 ，在
境外疫情大 流 行 还 在 加速 ，我
们自身仍面临着疫情反弹的风
险。作为下沉干部，我一定会不负
组织重托，坚持初心不改、标准不
降、目标不变，毫不动摇“防漏洞、
防反弹、防松懈”，毫不放松抓实
抓细各项防控措施， 相信一定能
够取得疫情防控最后的胜利。

北师大工会“欢乐健康跑”线上线下同开启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通讯员

刘建武 王远 ） “舒活筋骨 ，穿上
跑鞋，昂首阔步，享受跑步的快乐
时光。”北京师范大学校工会正式
启动“工会70年，欢乐健康跑”活
动， 倡议全校教职工以线下各自
分散跑，线上报跑量数据的方式，
从8月1日开始计算， 在70天内完
成达标跑量70公里的目标。

北师大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作为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工会
成立7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本
次活动以校工会成立70年为契
机，倡导“爱国荣校，崇尚健康，为
祖国健康工作50年”，提振疫情有
效防控时期下教职工昂扬向上的
精气神， 培养更多的跑步爱好者
和健康生活家。 活动由校工会搭

台，部门工会唱主角，组织动员教
职工广泛参与， 是落实学校党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工会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强化
校院两级工会联动， 推动部门工
会间的交流”的具体举措。

该校工会经过多方调研、沟
通协调， 设置了线下各自跑不聚
集、 线上报数据相互激励的活动
方式，设置了mini跑（个人跑量<
70公里）、趣味跑（个人跑量在70-
500公里之间）、 热血跑 （个人跑
量≥500公里） 三个跑量级别，安
排了按总跑量和人均跑量为标准
的部门工会跑量排行榜和优秀组
织奖，以培养教职工团队意识。

为了调动广大教职工参与活
动的积极性， 校工会在发布活动

通知后又设计了宣传海报， 建立
部门工会领队群， 发布了面向跑
友的《参赛指南》，并组织跑步达
人分享初跑经验， 得到广大教职
工的关注。 截至7月28日10点，校
工会已收到14个部门工会数百人
的有效报名数据， 排名居前五位
的部门工会包括实验小学89人、
教育学部63人、机关一44人、文学
院38人、图书馆26人。

本次活动从8月1日正式计算
跑量，持续至10月9日。跑友须在
规定时间内按月报送3次跑量数
据，校工会收集整理数据，更新跑
步月度排行榜， 并将在微信公众
号和网站上陆续发布活动进展
稿， 展现北师大跑友良好的精神
面貌。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
北京公交保修分公司三厂工会组
织启动了以“给职工心灵放个假”
为主题的减压周活动， 帮助职工
放松心情。

本次活动依托该厂职工心灵
驿站开展，通过“丢掉烦恼·释放
压力”互动游戏、心理测试、音乐
催眠、读书分享交流、减压设施体
验五项活动， 让职工在工作之余
缓解疲劳。活动期间，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要求， 一车间提前对场地
进行消毒， 参与活动的职工按要
求正确佩带口罩并保持安全距
离，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下一步， 该厂工会将继续发
挥职工心灵驿站作用， 丰富活动
内容， 把为职工减压作为一项常
态化工作。 心灵驿站除了每日定
期开放外， 每月还将组织开展观
看心理电影、 发送心理科普小文
章等特色活动，帮职工放松身心。

公交减压周活动帮助职工放松心情

推进集体协商提质增效 疫情期间不减薪不减员

华阳服装厂疫期员工工资最低增长500元

全校教职工将以线下各自分散跑、线上报跑量数据方式展开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7月29日， 怀柔区总工
会开展了 “助力创城 有你有
我” 志愿服务活动。 当天， 区总
工会班子成员带领45名职工志愿
者在机关办公区域、 食堂、 “包
街” 责任区开展了环境卫生整治
和文明创城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据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
席曹岩介绍， 此次活动中， 区总
工会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积
极向临街商户宣传创城攻坚的重
要意义， 增强紧迫感， 并发放了
相关宣传材料。 同时， 结合日常
“包街” 工作， 及时对不文明行
为予以纠正， 对不到位的情况予

以提醒， 有效提升商户落实 “门
前三包” 工作责任感， 确保助力
创城落在实处。

据了解， 下一步， 区总工会
将积极发挥工会组织党联系职工
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突出问
题导向， 结合工作实际， 组织开
展一系列文明创建活动。

怀柔工会启动助力创城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石海芹 通讯
员 孙晓娟 ） 根据中铁物贸集团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的决策部署，近日，鲁班电商公
司工会吹响 “五保一树·大干100
天”专项劳动竞赛冲锋号。

据了解， 鲁班电商公司研发
中心分别对采购商、供应商管理、
专家管理的开发组制定了专项劳
动竞赛冲刺任务计划表。 研发中
心联合客户运维等部门， 邀请中
铁所属各工程局采购业务专家、
平台各行业的供应商代表， 进行
线上采购功能演示， 完成了劳动
竞赛一阶段的开发任务。

同时， 鲁班电商公司工会广
泛动员职工落实公司2020年 “保
目标 、保平安 、保质量 、保工期 、
保效益、 树形象” 的提质增效专
项行动方案， 为电商平台提质增
效和复工复产按下 “快进键”。

鲁班电商公司吹响劳动竞赛冲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