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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招新人，多育新兵
请金牌师傅上阵培养新工匠

保基本民生

耐心斡旋，讲法又讲情理
以高水平劳动争议调解保职工稳定

□本报记者 余翠平

丰台区总工会

城建精工工会

□本报记者 杨琳琳

疫情期间， 丰台区总工会的法律
咨询、 法律调解及法律援助等工作一
直没有停歇， 调解中心每天安排两名
工作人员负责相关工作， 力争给每位
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 通过这种方式
为职工要到了工资、 补偿金等， 受到
了广大职工的好评。

“真的太感谢工会了， 帮我们合
理合法处理了劳资之间的劳动纠纷 ，
双方友好协商解决了问题！” 一位女
职工深情地说。 原来， 6月28日， 丰台
工会的调解员张秀红接到丰台劳动仲
裁转送的某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件。 该公司一名做法律录入方面工作
的女士入职刚半年就辞职了。 经过了
解， 由于孩子还小， 她在职期间经常
请假， 于是公司多次找其沟通， 最终
该女士决定辞职。 然而， 该女士在辞
职补偿金和加班费等方面和企业产生
了分歧 。 调解员张秀红反复与双方
沟通 ， 听取双方各自的诉求 ， 用法
律知识 、 人情冷暖一步步化解着双
方间的鸿沟。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调
解员的努力下， 双方于6月30日通过线
上调解系统达成和解并签署了调解协
议书。

“其实这种劳动争议就需要分别
跟企业和职工做思想工作， 比如跟职
工讲讲疫情期间工资支付政策， 该名
女职工最开始觉得她之所以辞职， 是
因为公司找她谈话， 让她辞职的。 所
以， 她要求两倍的赔偿金。 但是在跟
该女职工聊的时候， 我了解到她心里
清楚公司有困难， 而自己确实需要照
顾孩子， 请假也比较多， 之所以要两
倍赔偿金就是想赌一口气。 我耐心做
思想工作， 最终女员工同意适当让步。
而在企业那边， 我讲了企业应该保障
员工得到应有的待遇等内容， 最终双
方达成了和解， 女职工很开心地拿到
了自己的工资。” 张秀红介绍。

7月下旬丰台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又
接到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 丰台一家
民营医院， 在疫情期间一直没有营业，
有三名女员工一直住在医院提供的宿
舍里。 从2月份起到6月份， 除了管吃
管住， 医院并没有给这三名员工开工
资。 在5月份的时候， 因为跟物业产生
纠纷， 导致企业不能正常经营， 员工
薪资也不能正常发放， 员工便到丰台
劳动仲裁要求医院支付工资和赔偿金。
医院认为自己没有经营 ， 没有收入 ，

计划等正常营业后再支付员工工资 ，
而员工则觉得自己几个月都待岗， 没
有工资 ，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上岗 ，
而且医院是否继续经营都不好说， 所
以要求医院支付这几个月工资、 解除
劳动关系补偿金以及企业无故拖欠工
资所产生的50%滞纳金。 丰台劳动仲
裁将案件转移到丰台劳动争议调解中
心， 工会调解员介入调解。

“我跟这三名员工讲了疫情期间
的工资支付政策， 即员工在没有上岗
的情况下， 企业每月给员工支付1540
元就可以了， 所以主张全额工资是不
现实的， 这几名员工便说， 那就按照
国家的政策来。 在这一项上， 企业也
没有意见， 就达成了一致。” 在解除劳
动关系补偿金方面， 张秀红又对双方
进行了劝解， 她告知企业， 虽然没有
经营， 但是解除劳动关系确实应该给

员工补偿金， 公司同意支付， 然而公
司认为员工要求的补偿金过高。 公司
确实是因为没有经营没有收入， 才没
法支付员工工资， 并非恶意拖欠。 对
于员工提出的滞纳金诉求， 公司觉得
金额过高。 张秀红了解了企业方的意
见后， 便分别跟三个员工谈， 她讲了
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 讲了企业经营
的困难等等， 最终双方和解， 一周之
后， 这几名员工分别拿到了被拖欠的
工资和补偿金。

据悉， 疫情期间， 劳动争议基本
都是围绕员工工资被拖欠、 无故被解
除劳动合同等焦点产生的， 丰台区总
工会采取线上调解和线下调解相结合
的方式， 几个月来， 调解成功的案例
有50多件， 通过工会的协调努力， 保
障着职工的工资水平、 保障着职工的
权益和待遇。

北京城建精工钢结构工程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城建精工”） 工会主席
武兵表示：“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我
们也是希望通过提升服务品质，让我们
的员工获得归属感、幸福感，专注职工
培训、提升职工技能就是我们的方法之
一。 ”武兵还介绍，为了响应稳就业的
号召，今年城建精工招收新员工的数量
是去年的3倍多， 同时在为职工服务方
面， 城建精工工会亦主动作为。

“为推进企业技术创新、 人才培
养， 充分发挥企业劳动模范、 高技能
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 我们公司工会
积极响应集团工会的号召， 在原有设
计室基础上， 创立了 ‘典筑钢结构工
作室’。” 城建精工典筑钢结构工作室
主管李德伟告诉记者。 工作室汇集了
多名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高级工程
师、 一级注册建造师等专业钢结构技
术人员。 目前该工作室已经于今年5月
1日正式开始上线。 其中作为典筑钢结
构工作室前身的城建精工设计室先后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 雄安建
设者之家、 北京城市副中心、 永定河

特大桥支架等大型公共建筑钢结构和
异型建筑钢结构的深化设计等项目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培训员工、 提升职工技能是城建
精工典筑钢结构工作室的另一项主要
职能。 “我们一般会根据施工情况灵
活安排大家培训。 平时我们主要致力
于为一线施工提供钢结构设计、 深化、
技术创新等服务。 这些参与施工的活
动 ， 为我们进行培训提供了很多素
材。” 李德伟介绍到。 记者在采访中还
了解到， 为了培训职工， 工作室在工
会的帮助下， 组建了 “城建精工金牌
讲师团队”。

当下正值高校学生毕业之际， 今
年城建精工招收新员工的数量是去年
的3倍多。 “今年， 我们积极参加城建
集团对外招聘活动， 还积极通过跟学
校对接等多种方式开展招聘活动， 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 虽然面对数百万的
高校毕业生， 我们招聘的人数可能是
杯水车薪， 但在满足企业发展的同时
也算为社会保就业做一点贡献吧。” 工
会主席武兵说道。 面对这些刚入职的

“新兵”， 工作室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针对他们的课程会侧重实践经验方面
的知识， 从而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角色
转换。

除了培训新员工， 工作室还会根
据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 为项目经理、
基层员工提供针对性的培训课程 。
“随着公司业务不断拓展， 需要我们项
目施工者不断扩大自己的专业知识内
容， 而我们工作室将为各个施工项目
提供最专业、 最便捷、 最全面的服务，
为公司的施工产业链提供源源不断的
技术支持。 疫情影响， 今年到目前为
止我们只组织了一次培训。 相信随着
复工复产我们的培训也将回归正轨 ，
计划是每周一次。” 李德伟说， “考虑
到一线施工情况， 下一步， 我们将考
虑推出更便捷的培训课程， 方便职工

根据自己的时间合理安排学习， 更好
的体现我们的企业理念 ‘精诚于心 工
善于行’。”

今年， 城建精工参加了北京小汤
山医院改扩建工程以及发热门诊改建
等项目， 工会人也一刻没有停歇， 及
时购买防护用品 ， 到施工现场慰问 ，
以及酷暑的送清凉……服务职工的活
动一个也没有落下。 “职工们都在一
线冲锋陷阵， 我们工会也要与职工在
一起， 为他们保驾护航。” 武兵表示，
疫情之下， 对工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正是升级工会服务的时机。 工会将继
续为职工提供更便捷、 更贴心的服务，
让职工在企业找到家的感觉 。 目前 ，
城建精工工会正在积极为职工们筹建
健身房， 职工们将在工余事件多一个
好去处。

稳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