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战“疫”情

投入300余万元
为企业和职工排忧解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昌平

全区各级工会组织迅速行动， 引
领广大职工积极有序参与到一线
群防群治疫情防控工作中。

在防护物资最紧缺之际， 区
总工会千方百计筹集口罩 、 手
套、 护目镜、 消毒液等物资送往
基层。 今年3月， 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杨国昌带
队到乐普 （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和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
园工会服务站进行走访慰问， 送
上慰问金和防护用品， 深入了解
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工作困难。 乐
普 （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主席陈倩表示： “复工复
产以来， 工会除送来了口罩、 消
毒液等防护用品外， 还送来了慰
问金， 为企业复产复工给予了很
大帮助。”

据了解， 疫情防控期间， 区
总工会及时投入疫情防控资金
260万元， 慰问防控一线工作人
员、 因疫情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
和在疫情防控中生产防护用品、
复工复产企业。 开展 “促复工复
产， 维护职工身心健康” 活动，
投入专项资金116万元切实为企
业和职工排忧解难， 为社会经济
复苏贡献工会力量。

加强思想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成为广大职工行动指南
过去的5年， 区总工会加强

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不断增强工
会工作政治性。 全区各级工会组
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
述， 推动新思想新理论进机关、
进企业、 进一线、 进楼宇， 教育
引导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树牢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今年， 北京实施垃圾分类，
昌平总工会通过线上与线下两方
面加强宣传力度。 线上， 开展践
行垃圾分类有奖答题活动 ， 此
外， 借助 “互联网+” 的模式进
行培训， 提升职工对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的知晓性 。 线下 ， 通过
“双沟通 ” 向企业和职工发放 ，
并利用职工暖心驿站等工会组织
阵地优势， 拓宽垃圾分类宣传覆
盖面。 同时采取逐级评选、 单位
推荐的方式挖掘垃圾分类的先进
人物和典型事例， 为职工起到引
领作用。

同时， 以 “中国梦·劳动美”
为主题， 深入开展系列宣传教育
活动，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

精神 、 工匠精神 。 例如 ， 推出
《昌平职工文明规范 （三字歌）》
及专题动漫宣传视频， 引领职工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摸排职工需求
回天地区已建

职工暖心驿站218家
在 位 于 回 龙 观 东 大 街 的

“回＋” 双创社区的亲子阅读室
里， 大书架上摆满了书籍， 旁边
几位老人带着孩子围坐一起， 安
静地听工作人员讲故事。 “这是
职工之家中的一个阅读驿站 ”，
这里的工会副主席张瀚文介绍，
除了读书， 还会给孩子们演木偶
剧、 皮影戏。

“回＋” 双创社区里还设置
了母婴室， 带有投影屏幕的健身
活动场地等。 而距这里不远的霍
营街道紫金新干线社区党群活动
中心里的职工之家， 还有一个专
门的儿童活动场 。 “以前 ‘遛
娃’ 要么在小区里兜圈儿， 要么
开车到远处的大商场。 现在在职
工之家看孩子， 我还能在旁边的
座椅上看看书。” 住在附近的张
女士说。

从2019年起， 昌平区总工会
前后多次深入 “回天” 地区走访
调查 ， 摸排职工需求 ， 制定了
《关于回天地区公共区域职工之
家项目建设方案 》。 截至目前 ，
累计投入市、 区两级资金350余
万， 在回天地区建立社区联合工
会职工之家6家； 升级改造职工
之家3家； 成立党群活动中心职
工之家6家； 建设商务楼宇职工
之家1家； 职工暖心驿站218家。

昌平区工会组织建设同步紧
锣密鼓开展。 5年来， 昌平区建
设全国模范职工之家7家， 全国
模范小家5家； 北京市模范职工
之家41家， 北京市公共区域职工
之家9家， 北京市模范小家21家；
区级示范职工之家252家， 职工
暖心驿站516家， 职工健康驿站
13个， “母婴关爱室” 47家， 建
设职工书屋33个。

杨国昌表示， 今后将延展服
务职工网络，以公共区域、科技园
区、商务楼宇、未来科学城、生命
科学园、“回天” 地区等为工作重
点区域，持续推进职工之家、职工
暖心驿站建设。 推动职工之家和
职工暖心驿站与党群服务中心建
设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让工
会工作更好融入社区。

提升职工技能

助推9家市级
职工创新工作室升级
刘学-郭栋梁区级创新工作

室现有4名导师和26名学员， 立
足于生产现场开展技术攻关， 解

决发动机质量问题。 近一年来，
累计完成1383份发动机制造相关
改善提案， 使单台制作成本降低
22.84元。 培养了140名实用性技
能人才， 其中6人进入2020年北
京市 “昌平工匠杯” 发动机装调
大赛决赛。

为提升产业工人素质， 昌平
区总工会制定 《关于加强职工技
能人才培训的实施意见》。5年来，
累计发放各类助推资金156.7万
元，推举产生9家市级职工创新工
作室、 自主创新成果获奖12项 ，
认定32家区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名师带徒22对。 此外， 通过职工
技能竞赛、 技能培训、 技术交流
等活动， 不断激发全区广大职工
创业精神，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输送高技能人才。

昌平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后将推动建立多元化、 多
载体、 广覆盖的职工学习公共服
务平台， 为实现职工全面发展创
造更好条件。 此外， 探索 “互联
网+职业培训” 模式。 持续实施
在职职工职业发展、 技能素质提
升、 创新创业等助推计划， 以市
场化方式培养技能人才， 不断提
升职工队伍素质， 促进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

及时伸出援手
投入千余万元帮扶职工

今年年初， 昌平区总工会、
城北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特
困职工张玉梅家中 ， 为其送去
米 、 面等慰问品及慰问金 。 此
前， 张玉梅一家由于没有稳定收
入， 生活十分困难。 “多亏了工
会的帮助和支持， 家里情况才渐
渐好转起来， 我们一家都特别感
谢！” 张玉梅连声表示。

据统计， 2017至2019年， 昌
平区总工会每年完成30%以上建
档立卡困难职工的解困脱困任
务。 对于新产生的困难职工， 按
照建档标准同步建档立卡、 同步
实施帮扶、 同步解困脱困。

5年来 ， 围绕唱响 “四季
歌”， 打好 “五送牌”， 累计投入
资金 1291.4万元 ， 擦亮慰问帮
扶、 医疗救助、 就业创业、 “两
节” 送温暖等工会品牌， 重点帮
扶困难职工家庭562户。 健全在
档困难职工常态化帮扶机制， 实
现在档困难职工全部解困脱贫。

化解劳动纠纷

为职工挽回
近亿元经济损失
“感谢各位调解员和志愿律

师辛勤付出， 让我们能顺利拿到
未结清的工资， 安心回家过年。”
今年1月10日， 在家家户户忙碌
准备过年的日子， 农民工代表张

某给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打
来感谢电话。

原来， 2019年12月31日， 张
某等41名农民工到昌平区劳动争
议调解中心， 申诉在完成工作后
没有及时拿到全额工资。 对此，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立即开
始调查处理。 最后， 甲方、 承包
方和农民工代表达成调解协议，
结清工人全部工资。

案件的高效顺利调解， 离不
开好的工作机制。 在开展争议调
解工作中，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通过开展各类型工会法律服
务、 法律法规培训、 劳动争议调
解、 法律援助服务等， 送法到企
业和基层， 引导和参与企业职工
集体协商 ， 从源头上防范 、 化
解、 调处不稳定、 不和谐因素，
取得良好效果。

自2016年8月开始 ， 调解工
作进一步完善案件转移制度， 由
之前被动的“等待型调解”转型为
“主动型调解”， 即从以往职工前
来咨询转变为仲裁立案立即介
入， 提出合理合法化建议和调解
方案， 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5年来，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
解中心共受理案件 1.556万件 ，
年均受理仲裁转移案件占仲裁受
理案件90%以上， 调解成功率达
60%以上 ， 调解成功款项近亿
元， 调解满意度达到100%。

今后， 昌平区总工会将加大
调解和法律援助力度， 探索开展
线上调解工作，发挥工会公职律
师 、 工会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律
师的作用， 做好困难职工、农民
工、 劳务派遣工等群体的法律援
助。

凝心聚力， 真抓实干。
过去的5年， 是昌平区工运事业发展历程中不平凡的5年， 各级工会组织带领广大职工群众适应新常

态、 践行新理念、 应对新挑战， 助力复工复产， 建立职工之家、 暖心驿站， 提升产业工人技能， 引导职工
参与垃圾分类， 帮扶职工解忧解困……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5年来， 昌平区总工会以工会干部 “实干指数” 提升职工群众 “幸福指数”， 让职工群众从心底里感到
工会是职工群众自己的组织， 是可以信赖、 依靠的 “娘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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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总工会五年工作回顾
提升职工群众“幸福指数”
狠狠抓抓工工会会干干部部““实实干干指指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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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 为实现职工全面发展创
造更好条件。 此外， 探索 “互联
网+职业培训” 模式。 持续实施
在职职工职业发展、 技能素质提
升、 创新创业等助推计划， 以市
场化方式培养技能人才， 不断提
升职工队伍素质， 促进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

及时伸出援手
投入千余万元帮扶职工

今年年初， 昌平区总工会、
城北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特
困职工张玉梅家中 ， 为其送去
米 、 面等慰问品及慰问金 。 此
前， 张玉梅一家由于没有稳定收
入， 生活十分困难。 “多亏了工
会的帮助和支持， 家里情况才渐
渐好转起来， 我们一家都特别感
谢！” 张玉梅连声表示。

据统计， 2017至2019年， 昌
平区总工会每年完成30%以上建
档立卡困难职工的解困脱困任
务。 对于新产生的困难职工， 按
照建档标准同步建档立卡、 同步
实施帮扶、 同步解困脱困。

5年来 ， 围绕唱响 “四季
歌”， 打好 “五送牌”， 累计投入
资金 1291.4万元 ， 擦亮慰问帮
扶、 医疗救助、 就业创业、 “两
节” 送温暖等工会品牌， 重点帮
扶困难职工家庭562户。 健全在
档困难职工常态化帮扶机制， 实
现在档困难职工全部解困脱贫。

化解劳动纠纷

为职工挽回
近亿元经济损失
“感谢各位调解员和志愿律

师辛勤付出， 让我们能顺利拿到
未结清的工资， 安心回家过年。”
今年1月10日， 在家家户户忙碌
准备过年的日子， 农民工代表张

某给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打
来感谢电话。

原来， 2019年12月31日， 张
某等41名农民工到昌平区劳动争
议调解中心， 申诉在完成工作后
没有及时拿到全额工资。 对此，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立即开
始调查处理。 最后， 甲方、 承包
方和农民工代表达成调解协议，
结清工人全部工资。

案件的高效顺利调解， 离不
开好的工作机制。 在开展争议调
解工作中，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通过开展各类型工会法律服
务、 法律法规培训、 劳动争议调
解、 法律援助服务等， 送法到企
业和基层， 引导和参与企业职工
集体协商 ， 从源头上防范 、 化
解、 调处不稳定、 不和谐因素，
取得良好效果。

自2016年8月开始 ， 调解工
作进一步完善案件转移制度， 由
之前被动的“等待型调解”转型为
“主动型调解”， 即从以往职工前
来咨询转变为仲裁立案立即介
入， 提出合理合法化建议和调解
方案， 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5年来，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
解中心共受理案件 1.556万件 ，
年均受理仲裁转移案件占仲裁受
理案件90%以上， 调解成功率达
60%以上 ， 调解成功款项近亿
元， 调解满意度达到100%。

今后， 昌平区总工会将加大
调解和法律援助力度， 探索开展
线上调解工作，发挥工会公职律
师 、 工会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律
师的作用， 做好困难职工、农民
工、 劳务派遣工等群体的法律援
助。

区总工会主席杨国昌（左二）、常务副主席王冰（左一）
慰问辖区公安干警。

区总工会副主席王亚茹（中）到社区调研垃圾分类情况

区总工会疫情防控期间到
疾控中心开展慰问活动

验收职工之家

开展交流会促职工创新工
作室建设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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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战“疫”情

投入300余万元
为企业和职工排忧解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昌平

全区各级工会组织迅速行动， 引
领广大职工积极有序参与到一线
群防群治疫情防控工作中。

在防护物资最紧缺之际， 区
总工会千方百计筹集口罩 、 手
套、 护目镜、 消毒液等物资送往
基层。 今年3月， 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杨国昌带
队到乐普 （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和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
园工会服务站进行走访慰问， 送
上慰问金和防护用品， 深入了解
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工作困难。 乐
普 （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主席陈倩表示： “复工复
产以来， 工会除送来了口罩、 消
毒液等防护用品外， 还送来了慰
问金， 为企业复产复工给予了很
大帮助。”

据了解， 疫情防控期间， 区
总工会及时投入疫情防控资金
260万元， 慰问防控一线工作人
员、 因疫情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
和在疫情防控中生产防护用品、
复工复产企业。 开展 “促复工复
产， 维护职工身心健康” 活动，
投入专项资金116万元切实为企
业和职工排忧解难， 为社会经济
复苏贡献工会力量。

加强思想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成为广大职工行动指南
过去的5年， 区总工会加强

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不断增强工
会工作政治性。 全区各级工会组
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
述， 推动新思想新理论进机关、
进企业、 进一线、 进楼宇， 教育
引导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树牢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今年， 北京实施垃圾分类，
昌平总工会通过线上与线下两方
面加强宣传力度。 线上， 开展践
行垃圾分类有奖答题活动 ， 此
外， 借助 “互联网+” 的模式进
行培训， 提升职工对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的知晓性 。 线下 ， 通过
“双沟通 ” 向企业和职工发放 ，
并利用职工暖心驿站等工会组织
阵地优势， 拓宽垃圾分类宣传覆
盖面。 同时采取逐级评选、 单位
推荐的方式挖掘垃圾分类的先进
人物和典型事例， 为职工起到引
领作用。

同时， 以 “中国梦·劳动美”
为主题， 深入开展系列宣传教育
活动，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

精神 、 工匠精神 。 例如 ， 推出
《昌平职工文明规范 （三字歌）》
及专题动漫宣传视频， 引领职工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摸排职工需求
回天地区已建

职工暖心驿站218家
在 位 于 回 龙 观 东 大 街 的

“回＋” 双创社区的亲子阅读室
里， 大书架上摆满了书籍， 旁边
几位老人带着孩子围坐一起， 安
静地听工作人员讲故事。 “这是
职工之家中的一个阅读驿站 ”，
这里的工会副主席张瀚文介绍，
除了读书， 还会给孩子们演木偶
剧、 皮影戏。

“回＋” 双创社区里还设置
了母婴室， 带有投影屏幕的健身
活动场地等。 而距这里不远的霍
营街道紫金新干线社区党群活动
中心里的职工之家， 还有一个专
门的儿童活动场 。 “以前 ‘遛
娃’ 要么在小区里兜圈儿， 要么
开车到远处的大商场。 现在在职
工之家看孩子， 我还能在旁边的
座椅上看看书。” 住在附近的张
女士说。

从2019年起， 昌平区总工会
前后多次深入 “回天” 地区走访
调查 ， 摸排职工需求 ， 制定了
《关于回天地区公共区域职工之
家项目建设方案 》。 截至目前 ，
累计投入市、 区两级资金350余
万， 在回天地区建立社区联合工
会职工之家6家； 升级改造职工
之家3家； 成立党群活动中心职
工之家6家； 建设商务楼宇职工
之家1家； 职工暖心驿站218家。

昌平区工会组织建设同步紧
锣密鼓开展。 5年来， 昌平区建
设全国模范职工之家7家， 全国
模范小家5家； 北京市模范职工
之家41家， 北京市公共区域职工
之家9家， 北京市模范小家21家；
区级示范职工之家252家， 职工
暖心驿站516家， 职工健康驿站
13个， “母婴关爱室” 47家， 建
设职工书屋33个。

杨国昌表示， 今后将延展服
务职工网络，以公共区域、科技园
区、商务楼宇、未来科学城、生命
科学园、“回天” 地区等为工作重
点区域，持续推进职工之家、职工
暖心驿站建设。 推动职工之家和
职工暖心驿站与党群服务中心建
设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让工
会工作更好融入社区。

提升职工技能

助推9家市级
职工创新工作室升级
刘学-郭栋梁区级创新工作

室现有4名导师和26名学员， 立
足于生产现场开展技术攻关， 解

决发动机质量问题。 近一年来，
累计完成1383份发动机制造相关
改善提案， 使单台制作成本降低
22.84元。 培养了140名实用性技
能人才， 其中6人进入2020年北
京市 “昌平工匠杯” 发动机装调
大赛决赛。

为提升产业工人素质， 昌平
区总工会制定 《关于加强职工技
能人才培训的实施意见》。5年来，
累计发放各类助推资金156.7万
元，推举产生9家市级职工创新工
作室、 自主创新成果获奖12项 ，
认定32家区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名师带徒22对。 此外， 通过职工
技能竞赛、 技能培训、 技术交流
等活动， 不断激发全区广大职工
创业精神，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输送高技能人才。

昌平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后将推动建立多元化、 多
载体、 广覆盖的职工学习公共服
务平台， 为实现职工全面发展创
造更好条件。 此外， 探索 “互联
网+职业培训” 模式。 持续实施
在职职工职业发展、 技能素质提
升、 创新创业等助推计划， 以市
场化方式培养技能人才， 不断提
升职工队伍素质， 促进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

及时伸出援手
投入千余万元帮扶职工

今年年初， 昌平区总工会、
城北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特
困职工张玉梅家中 ， 为其送去
米 、 面等慰问品及慰问金 。 此
前， 张玉梅一家由于没有稳定收
入， 生活十分困难。 “多亏了工
会的帮助和支持， 家里情况才渐
渐好转起来， 我们一家都特别感
谢！” 张玉梅连声表示。

据统计， 2017至2019年， 昌
平区总工会每年完成30%以上建
档立卡困难职工的解困脱困任
务。 对于新产生的困难职工， 按
照建档标准同步建档立卡、 同步
实施帮扶、 同步解困脱困。

5年来 ， 围绕唱响 “四季
歌”， 打好 “五送牌”， 累计投入
资金 1291.4万元 ， 擦亮慰问帮
扶、 医疗救助、 就业创业、 “两
节” 送温暖等工会品牌， 重点帮
扶困难职工家庭562户。 健全在
档困难职工常态化帮扶机制， 实
现在档困难职工全部解困脱贫。

化解劳动纠纷

为职工挽回
近亿元经济损失
“感谢各位调解员和志愿律

师辛勤付出， 让我们能顺利拿到
未结清的工资， 安心回家过年。”
今年1月10日， 在家家户户忙碌
准备过年的日子， 农民工代表张

某给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打
来感谢电话。

原来， 2019年12月31日， 张
某等41名农民工到昌平区劳动争
议调解中心， 申诉在完成工作后
没有及时拿到全额工资。 对此，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立即开
始调查处理。 最后， 甲方、 承包
方和农民工代表达成调解协议，
结清工人全部工资。

案件的高效顺利调解， 离不
开好的工作机制。 在开展争议调
解工作中，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通过开展各类型工会法律服
务、 法律法规培训、 劳动争议调
解、 法律援助服务等， 送法到企
业和基层， 引导和参与企业职工
集体协商 ， 从源头上防范 、 化
解、 调处不稳定、 不和谐因素，
取得良好效果。

自2016年8月开始 ， 调解工
作进一步完善案件转移制度， 由
之前被动的“等待型调解”转型为
“主动型调解”， 即从以往职工前
来咨询转变为仲裁立案立即介
入， 提出合理合法化建议和调解
方案， 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5年来，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
解中心共受理案件 1.556万件 ，
年均受理仲裁转移案件占仲裁受
理案件90%以上， 调解成功率达
60%以上 ， 调解成功款项近亿
元， 调解满意度达到100%。

今后， 昌平区总工会将加大
调解和法律援助力度， 探索开展
线上调解工作，发挥工会公职律
师 、 工会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律
师的作用， 做好困难职工、农民
工、 劳务派遣工等群体的法律援
助。

共战“疫”情

投入300余万元
为企业和职工排忧解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昌平

全区各级工会组织迅速行动， 引
领广大职工积极有序参与到一线
群防群治疫情防控工作中。

在防护物资最紧缺之际， 区
总工会千方百计筹集口罩 、 手
套、 护目镜、 消毒液等物资送往
基层。 今年3月， 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杨国昌带
队到乐普 （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和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
园工会服务站进行走访慰问， 送
上慰问金和防护用品， 深入了解
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工作困难。 乐
普 （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主席陈倩表示： “复工复
产以来， 工会除送来了口罩、 消
毒液等防护用品外， 还送来了慰
问金， 为企业复产复工给予了很
大帮助。”

据了解， 疫情防控期间， 区
总工会及时投入疫情防控资金
260万元， 慰问防控一线工作人
员、 因疫情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
和在疫情防控中生产防护用品、
复工复产企业。 开展 “促复工复
产， 维护职工身心健康” 活动，
投入专项资金116万元切实为企
业和职工排忧解难， 为社会经济
复苏贡献工会力量。

加强思想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成为广大职工行动指南
过去的5年， 区总工会加强

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不断增强工
会工作政治性。 全区各级工会组
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
述， 推动新思想新理论进机关、
进企业、 进一线、 进楼宇， 教育
引导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树牢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今年， 北京实施垃圾分类，
昌平总工会通过线上与线下两方
面加强宣传力度。 线上， 开展践
行垃圾分类有奖答题活动 ， 此
外， 借助 “互联网+” 的模式进
行培训， 提升职工对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的知晓性 。 线下 ， 通过
“双沟通 ” 向企业和职工发放 ，
并利用职工暖心驿站等工会组织
阵地优势， 拓宽垃圾分类宣传覆
盖面。 同时采取逐级评选、 单位
推荐的方式挖掘垃圾分类的先进
人物和典型事例， 为职工起到引
领作用。

同时， 以 “中国梦·劳动美”
为主题， 深入开展系列宣传教育
活动，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

精神 、 工匠精神 。 例如 ， 推出
《昌平职工文明规范 （三字歌）》
及专题动漫宣传视频， 引领职工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摸排职工需求
回天地区已建

职工暖心驿站218家
在 位 于 回 龙 观 东 大 街 的

“回＋” 双创社区的亲子阅读室
里， 大书架上摆满了书籍， 旁边
几位老人带着孩子围坐一起， 安
静地听工作人员讲故事。 “这是
职工之家中的一个阅读驿站 ”，
这里的工会副主席张瀚文介绍，
除了读书， 还会给孩子们演木偶
剧、 皮影戏。

“回＋” 双创社区里还设置
了母婴室， 带有投影屏幕的健身
活动场地等。 而距这里不远的霍
营街道紫金新干线社区党群活动
中心里的职工之家， 还有一个专
门的儿童活动场 。 “以前 ‘遛
娃’ 要么在小区里兜圈儿， 要么
开车到远处的大商场。 现在在职
工之家看孩子， 我还能在旁边的
座椅上看看书。” 住在附近的张
女士说。

从2019年起， 昌平区总工会
前后多次深入 “回天” 地区走访
调查 ， 摸排职工需求 ， 制定了
《关于回天地区公共区域职工之
家项目建设方案 》。 截至目前 ，
累计投入市、 区两级资金350余
万， 在回天地区建立社区联合工
会职工之家6家； 升级改造职工
之家3家； 成立党群活动中心职
工之家6家； 建设商务楼宇职工
之家1家； 职工暖心驿站218家。

昌平区工会组织建设同步紧
锣密鼓开展。 5年来， 昌平区建
设全国模范职工之家7家， 全国
模范小家5家； 北京市模范职工
之家41家， 北京市公共区域职工
之家9家， 北京市模范小家21家；
区级示范职工之家252家， 职工
暖心驿站516家， 职工健康驿站
13个， “母婴关爱室” 47家， 建
设职工书屋33个。

杨国昌表示， 今后将延展服
务职工网络，以公共区域、科技园
区、商务楼宇、未来科学城、生命
科学园、“回天” 地区等为工作重
点区域，持续推进职工之家、职工
暖心驿站建设。 推动职工之家和
职工暖心驿站与党群服务中心建
设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让工
会工作更好融入社区。

提升职工技能

助推9家市级
职工创新工作室升级
刘学-郭栋梁区级创新工作

室现有4名导师和26名学员， 立
足于生产现场开展技术攻关， 解

决发动机质量问题。 近一年来，
累计完成1383份发动机制造相关
改善提案， 使单台制作成本降低
22.84元。 培养了140名实用性技
能人才， 其中6人进入2020年北
京市 “昌平工匠杯” 发动机装调
大赛决赛。

为提升产业工人素质， 昌平
区总工会制定 《关于加强职工技
能人才培训的实施意见》。5年来，
累计发放各类助推资金156.7万
元，推举产生9家市级职工创新工
作室、 自主创新成果获奖12项 ，
认定32家区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名师带徒22对。 此外， 通过职工
技能竞赛、 技能培训、 技术交流
等活动， 不断激发全区广大职工
创业精神，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输送高技能人才。

昌平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后将推动建立多元化、 多
载体、 广覆盖的职工学习公共服
务平台， 为实现职工全面发展创
造更好条件。 此外， 探索 “互联
网+职业培训” 模式。 持续实施
在职职工职业发展、 技能素质提
升、 创新创业等助推计划， 以市
场化方式培养技能人才， 不断提
升职工队伍素质， 促进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

及时伸出援手
投入千余万元帮扶职工

今年年初， 昌平区总工会、
城北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特
困职工张玉梅家中 ， 为其送去
米 、 面等慰问品及慰问金 。 此
前， 张玉梅一家由于没有稳定收
入， 生活十分困难。 “多亏了工
会的帮助和支持， 家里情况才渐
渐好转起来， 我们一家都特别感
谢！” 张玉梅连声表示。

据统计， 2017至2019年， 昌
平区总工会每年完成30%以上建
档立卡困难职工的解困脱困任
务。 对于新产生的困难职工， 按
照建档标准同步建档立卡、 同步
实施帮扶、 同步解困脱困。

5年来 ， 围绕唱响 “四季
歌”， 打好 “五送牌”， 累计投入
资金 1291.4万元 ， 擦亮慰问帮
扶、 医疗救助、 就业创业、 “两
节” 送温暖等工会品牌， 重点帮
扶困难职工家庭562户。 健全在
档困难职工常态化帮扶机制， 实
现在档困难职工全部解困脱贫。

化解劳动纠纷

为职工挽回
近亿元经济损失
“感谢各位调解员和志愿律

师辛勤付出， 让我们能顺利拿到
未结清的工资， 安心回家过年。”
今年1月10日， 在家家户户忙碌
准备过年的日子， 农民工代表张

某给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打
来感谢电话。

原来， 2019年12月31日， 张
某等41名农民工到昌平区劳动争
议调解中心， 申诉在完成工作后
没有及时拿到全额工资。 对此，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立即开
始调查处理。 最后， 甲方、 承包
方和农民工代表达成调解协议，
结清工人全部工资。

案件的高效顺利调解， 离不
开好的工作机制。 在开展争议调
解工作中，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通过开展各类型工会法律服
务、 法律法规培训、 劳动争议调
解、 法律援助服务等， 送法到企
业和基层， 引导和参与企业职工
集体协商 ， 从源头上防范 、 化
解、 调处不稳定、 不和谐因素，
取得良好效果。

自2016年8月开始 ， 调解工
作进一步完善案件转移制度， 由
之前被动的“等待型调解”转型为
“主动型调解”， 即从以往职工前
来咨询转变为仲裁立案立即介
入， 提出合理合法化建议和调解
方案， 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5年来，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
解中心共受理案件 1.556万件 ，
年均受理仲裁转移案件占仲裁受
理案件90%以上， 调解成功率达
60%以上 ， 调解成功款项近亿
元， 调解满意度达到100%。

今后， 昌平区总工会将加大
调解和法律援助力度， 探索开展
线上调解工作，发挥工会公职律
师 、 工会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律
师的作用， 做好困难职工、农民
工、 劳务派遣工等群体的法律援
助。

共战“疫”情

投入300余万元
为企业和职工排忧解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昌平

全区各级工会组织迅速行动， 引
领广大职工积极有序参与到一线
群防群治疫情防控工作中。

在防护物资最紧缺之际， 区
总工会千方百计筹集口罩 、 手
套、 护目镜、 消毒液等物资送往
基层。 今年3月， 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杨国昌带
队到乐普 （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和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
园工会服务站进行走访慰问， 送
上慰问金和防护用品， 深入了解
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工作困难。 乐
普 （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主席陈倩表示： “复工复
产以来， 工会除送来了口罩、 消
毒液等防护用品外， 还送来了慰
问金， 为企业复产复工给予了很
大帮助。”

据了解， 疫情防控期间， 区
总工会及时投入疫情防控资金
260万元， 慰问防控一线工作人
员、 因疫情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
和在疫情防控中生产防护用品、
复工复产企业。 开展 “促复工复
产， 维护职工身心健康” 活动，
投入专项资金116万元切实为企
业和职工排忧解难， 为社会经济
复苏贡献工会力量。

加强思想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成为广大职工行动指南
过去的5年， 区总工会加强

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不断增强工
会工作政治性。 全区各级工会组
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
述， 推动新思想新理论进机关、
进企业、 进一线、 进楼宇， 教育
引导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树牢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今年， 北京实施垃圾分类，
昌平总工会通过线上与线下两方
面加强宣传力度。 线上， 开展践
行垃圾分类有奖答题活动 ， 此
外， 借助 “互联网+” 的模式进
行培训， 提升职工对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的知晓性 。 线下 ， 通过
“双沟通 ” 向企业和职工发放 ，
并利用职工暖心驿站等工会组织
阵地优势， 拓宽垃圾分类宣传覆
盖面。 同时采取逐级评选、 单位
推荐的方式挖掘垃圾分类的先进
人物和典型事例， 为职工起到引
领作用。

同时， 以 “中国梦·劳动美”
为主题， 深入开展系列宣传教育
活动，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

精神 、 工匠精神 。 例如 ， 推出
《昌平职工文明规范 （三字歌）》
及专题动漫宣传视频， 引领职工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摸排职工需求
回天地区已建

职工暖心驿站218家
在 位 于 回 龙 观 东 大 街 的

“回＋” 双创社区的亲子阅读室
里， 大书架上摆满了书籍， 旁边
几位老人带着孩子围坐一起， 安
静地听工作人员讲故事。 “这是
职工之家中的一个阅读驿站 ”，
这里的工会副主席张瀚文介绍，
除了读书， 还会给孩子们演木偶
剧、 皮影戏。

“回＋” 双创社区里还设置
了母婴室， 带有投影屏幕的健身
活动场地等。 而距这里不远的霍
营街道紫金新干线社区党群活动
中心里的职工之家， 还有一个专
门的儿童活动场 。 “以前 ‘遛
娃’ 要么在小区里兜圈儿， 要么
开车到远处的大商场。 现在在职
工之家看孩子， 我还能在旁边的
座椅上看看书。” 住在附近的张
女士说。

从2019年起， 昌平区总工会
前后多次深入 “回天” 地区走访
调查 ， 摸排职工需求 ， 制定了
《关于回天地区公共区域职工之
家项目建设方案 》。 截至目前 ，
累计投入市、 区两级资金350余
万， 在回天地区建立社区联合工
会职工之家6家； 升级改造职工
之家3家； 成立党群活动中心职
工之家6家； 建设商务楼宇职工
之家1家； 职工暖心驿站218家。

昌平区工会组织建设同步紧
锣密鼓开展。 5年来， 昌平区建
设全国模范职工之家7家， 全国
模范小家5家； 北京市模范职工
之家41家， 北京市公共区域职工
之家9家， 北京市模范小家21家；
区级示范职工之家252家， 职工
暖心驿站516家， 职工健康驿站
13个， “母婴关爱室” 47家， 建
设职工书屋33个。

杨国昌表示， 今后将延展服
务职工网络，以公共区域、科技园
区、商务楼宇、未来科学城、生命
科学园、“回天” 地区等为工作重
点区域，持续推进职工之家、职工
暖心驿站建设。 推动职工之家和
职工暖心驿站与党群服务中心建
设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让工
会工作更好融入社区。

提升职工技能

助推9家市级
职工创新工作室升级
刘学-郭栋梁区级创新工作

室现有4名导师和26名学员， 立
足于生产现场开展技术攻关， 解

决发动机质量问题。 近一年来，
累计完成1383份发动机制造相关
改善提案， 使单台制作成本降低
22.84元。 培养了140名实用性技
能人才， 其中6人进入2020年北
京市 “昌平工匠杯” 发动机装调
大赛决赛。

为提升产业工人素质， 昌平
区总工会制定 《关于加强职工技
能人才培训的实施意见》。5年来，
累计发放各类助推资金156.7万
元，推举产生9家市级职工创新工
作室、 自主创新成果获奖12项 ，
认定32家区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名师带徒22对。 此外， 通过职工
技能竞赛、 技能培训、 技术交流
等活动， 不断激发全区广大职工
创业精神，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输送高技能人才。

昌平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后将推动建立多元化、 多
载体、 广覆盖的职工学习公共服
务平台， 为实现职工全面发展创
造更好条件。 此外， 探索 “互联
网+职业培训” 模式。 持续实施
在职职工职业发展、 技能素质提
升、 创新创业等助推计划， 以市
场化方式培养技能人才， 不断提
升职工队伍素质， 促进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

及时伸出援手
投入千余万元帮扶职工

今年年初， 昌平区总工会、
城北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特
困职工张玉梅家中 ， 为其送去
米 、 面等慰问品及慰问金 。 此
前， 张玉梅一家由于没有稳定收
入， 生活十分困难。 “多亏了工
会的帮助和支持， 家里情况才渐
渐好转起来， 我们一家都特别感
谢！” 张玉梅连声表示。

据统计， 2017至2019年， 昌
平区总工会每年完成30%以上建
档立卡困难职工的解困脱困任
务。 对于新产生的困难职工， 按
照建档标准同步建档立卡、 同步
实施帮扶、 同步解困脱困。

5年来 ， 围绕唱响 “四季
歌”， 打好 “五送牌”， 累计投入
资金 1291.4万元 ， 擦亮慰问帮
扶、 医疗救助、 就业创业、 “两
节” 送温暖等工会品牌， 重点帮
扶困难职工家庭562户。 健全在
档困难职工常态化帮扶机制， 实
现在档困难职工全部解困脱贫。

化解劳动纠纷

为职工挽回
近亿元经济损失
“感谢各位调解员和志愿律

师辛勤付出， 让我们能顺利拿到
未结清的工资， 安心回家过年。”
今年1月10日， 在家家户户忙碌
准备过年的日子， 农民工代表张

某给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打
来感谢电话。

原来， 2019年12月31日， 张
某等41名农民工到昌平区劳动争
议调解中心， 申诉在完成工作后
没有及时拿到全额工资。 对此，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立即开
始调查处理。 最后， 甲方、 承包
方和农民工代表达成调解协议，
结清工人全部工资。

案件的高效顺利调解， 离不
开好的工作机制。 在开展争议调
解工作中，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通过开展各类型工会法律服
务、 法律法规培训、 劳动争议调
解、 法律援助服务等， 送法到企
业和基层， 引导和参与企业职工
集体协商 ， 从源头上防范 、 化
解、 调处不稳定、 不和谐因素，
取得良好效果。

自2016年8月开始 ， 调解工
作进一步完善案件转移制度， 由
之前被动的“等待型调解”转型为
“主动型调解”， 即从以往职工前
来咨询转变为仲裁立案立即介
入， 提出合理合法化建议和调解
方案， 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5年来，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
解中心共受理案件 1.556万件 ，
年均受理仲裁转移案件占仲裁受
理案件90%以上， 调解成功率达
60%以上 ， 调解成功款项近亿
元， 调解满意度达到100%。

今后， 昌平区总工会将加大
调解和法律援助力度， 探索开展
线上调解工作，发挥工会公职律
师 、 工会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律
师的作用， 做好困难职工、农民
工、 劳务派遣工等群体的法律援
助。

共战“疫”情

投入300余万元
为企业和职工排忧解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昌平

全区各级工会组织迅速行动， 引
领广大职工积极有序参与到一线
群防群治疫情防控工作中。

在防护物资最紧缺之际， 区
总工会千方百计筹集口罩 、 手
套、 护目镜、 消毒液等物资送往
基层。 今年3月， 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杨国昌带
队到乐普 （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和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
园工会服务站进行走访慰问， 送
上慰问金和防护用品， 深入了解
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工作困难。 乐
普 （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主席陈倩表示： “复工复
产以来， 工会除送来了口罩、 消
毒液等防护用品外， 还送来了慰
问金， 为企业复产复工给予了很
大帮助。”

据了解， 疫情防控期间， 区
总工会及时投入疫情防控资金
260万元， 慰问防控一线工作人
员、 因疫情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
和在疫情防控中生产防护用品、
复工复产企业。 开展 “促复工复
产， 维护职工身心健康” 活动，
投入专项资金116万元切实为企
业和职工排忧解难， 为社会经济
复苏贡献工会力量。

加强思想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成为广大职工行动指南
过去的5年， 区总工会加强

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不断增强工
会工作政治性。 全区各级工会组
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
述， 推动新思想新理论进机关、
进企业、 进一线、 进楼宇， 教育
引导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树牢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今年， 北京实施垃圾分类，
昌平总工会通过线上与线下两方
面加强宣传力度。 线上， 开展践
行垃圾分类有奖答题活动 ， 此
外， 借助 “互联网+” 的模式进
行培训， 提升职工对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的知晓性 。 线下 ， 通过
“双沟通 ” 向企业和职工发放 ，
并利用职工暖心驿站等工会组织
阵地优势， 拓宽垃圾分类宣传覆
盖面。 同时采取逐级评选、 单位
推荐的方式挖掘垃圾分类的先进
人物和典型事例， 为职工起到引
领作用。

同时， 以 “中国梦·劳动美”
为主题， 深入开展系列宣传教育
活动，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

精神 、 工匠精神 。 例如 ， 推出
《昌平职工文明规范 （三字歌）》
及专题动漫宣传视频， 引领职工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摸排职工需求
回天地区已建

职工暖心驿站218家
在 位 于 回 龙 观 东 大 街 的

“回＋” 双创社区的亲子阅读室
里， 大书架上摆满了书籍， 旁边
几位老人带着孩子围坐一起， 安
静地听工作人员讲故事。 “这是
职工之家中的一个阅读驿站 ”，
这里的工会副主席张瀚文介绍，
除了读书， 还会给孩子们演木偶
剧、 皮影戏。

“回＋” 双创社区里还设置
了母婴室， 带有投影屏幕的健身
活动场地等。 而距这里不远的霍
营街道紫金新干线社区党群活动
中心里的职工之家， 还有一个专
门的儿童活动场 。 “以前 ‘遛
娃’ 要么在小区里兜圈儿， 要么
开车到远处的大商场。 现在在职
工之家看孩子， 我还能在旁边的
座椅上看看书。” 住在附近的张
女士说。

从2019年起， 昌平区总工会
前后多次深入 “回天” 地区走访
调查 ， 摸排职工需求 ， 制定了
《关于回天地区公共区域职工之
家项目建设方案 》。 截至目前 ，
累计投入市、 区两级资金350余
万， 在回天地区建立社区联合工
会职工之家6家； 升级改造职工
之家3家； 成立党群活动中心职
工之家6家； 建设商务楼宇职工
之家1家； 职工暖心驿站218家。

昌平区工会组织建设同步紧
锣密鼓开展。 5年来， 昌平区建
设全国模范职工之家7家， 全国
模范小家5家； 北京市模范职工
之家41家， 北京市公共区域职工
之家9家， 北京市模范小家21家；
区级示范职工之家252家， 职工
暖心驿站516家， 职工健康驿站
13个， “母婴关爱室” 47家， 建
设职工书屋33个。

杨国昌表示， 今后将延展服
务职工网络，以公共区域、科技园
区、商务楼宇、未来科学城、生命
科学园、“回天” 地区等为工作重
点区域，持续推进职工之家、职工
暖心驿站建设。 推动职工之家和
职工暖心驿站与党群服务中心建
设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让工
会工作更好融入社区。

提升职工技能

助推9家市级
职工创新工作室升级
刘学-郭栋梁区级创新工作

室现有4名导师和26名学员， 立
足于生产现场开展技术攻关， 解

决发动机质量问题。 近一年来，
累计完成1383份发动机制造相关
改善提案， 使单台制作成本降低
22.84元。 培养了140名实用性技
能人才， 其中6人进入2020年北
京市 “昌平工匠杯” 发动机装调
大赛决赛。

为提升产业工人素质， 昌平
区总工会制定 《关于加强职工技
能人才培训的实施意见》。5年来，
累计发放各类助推资金156.7万
元，推举产生9家市级职工创新工
作室、 自主创新成果获奖12项 ，
认定32家区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名师带徒22对。 此外， 通过职工
技能竞赛、 技能培训、 技术交流
等活动， 不断激发全区广大职工
创业精神，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输送高技能人才。

昌平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后将推动建立多元化、 多
载体、 广覆盖的职工学习公共服
务平台， 为实现职工全面发展创
造更好条件。 此外， 探索 “互联
网+职业培训” 模式。 持续实施
在职职工职业发展、 技能素质提
升、 创新创业等助推计划， 以市
场化方式培养技能人才， 不断提
升职工队伍素质， 促进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

及时伸出援手
投入千余万元帮扶职工

今年年初， 昌平区总工会、
城北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特
困职工张玉梅家中 ， 为其送去
米 、 面等慰问品及慰问金 。 此
前， 张玉梅一家由于没有稳定收
入， 生活十分困难。 “多亏了工
会的帮助和支持， 家里情况才渐
渐好转起来， 我们一家都特别感
谢！” 张玉梅连声表示。

据统计， 2017至2019年， 昌
平区总工会每年完成30%以上建
档立卡困难职工的解困脱困任
务。 对于新产生的困难职工， 按
照建档标准同步建档立卡、 同步
实施帮扶、 同步解困脱困。

5年来 ， 围绕唱响 “四季
歌”， 打好 “五送牌”， 累计投入
资金 1291.4万元 ， 擦亮慰问帮
扶、 医疗救助、 就业创业、 “两
节” 送温暖等工会品牌， 重点帮
扶困难职工家庭562户。 健全在
档困难职工常态化帮扶机制， 实
现在档困难职工全部解困脱贫。

化解劳动纠纷

为职工挽回
近亿元经济损失
“感谢各位调解员和志愿律

师辛勤付出， 让我们能顺利拿到
未结清的工资， 安心回家过年。”
今年1月10日， 在家家户户忙碌
准备过年的日子， 农民工代表张

某给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打
来感谢电话。

原来， 2019年12月31日， 张
某等41名农民工到昌平区劳动争
议调解中心， 申诉在完成工作后
没有及时拿到全额工资。 对此，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立即开
始调查处理。 最后， 甲方、 承包
方和农民工代表达成调解协议，
结清工人全部工资。

案件的高效顺利调解， 离不
开好的工作机制。 在开展争议调
解工作中，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通过开展各类型工会法律服
务、 法律法规培训、 劳动争议调
解、 法律援助服务等， 送法到企
业和基层， 引导和参与企业职工
集体协商 ， 从源头上防范 、 化
解、 调处不稳定、 不和谐因素，
取得良好效果。

自2016年8月开始 ， 调解工
作进一步完善案件转移制度， 由
之前被动的“等待型调解”转型为
“主动型调解”， 即从以往职工前
来咨询转变为仲裁立案立即介
入， 提出合理合法化建议和调解
方案， 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5年来，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
解中心共受理案件 1.556万件 ，
年均受理仲裁转移案件占仲裁受
理案件90%以上， 调解成功率达
60%以上 ， 调解成功款项近亿
元， 调解满意度达到100%。

今后， 昌平区总工会将加大
调解和法律援助力度， 探索开展
线上调解工作，发挥工会公职律
师 、 工会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律
师的作用， 做好困难职工、农民
工、 劳务派遣工等群体的法律援
助。

共战“疫”情

投入300余万元
为企业和职工排忧解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昌平

全区各级工会组织迅速行动， 引
领广大职工积极有序参与到一线
群防群治疫情防控工作中。

在防护物资最紧缺之际， 区
总工会千方百计筹集口罩 、 手
套、 护目镜、 消毒液等物资送往
基层。 今年3月， 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杨国昌带
队到乐普 （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和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
园工会服务站进行走访慰问， 送
上慰问金和防护用品， 深入了解
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工作困难。 乐
普 （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主席陈倩表示： “复工复
产以来， 工会除送来了口罩、 消
毒液等防护用品外， 还送来了慰
问金， 为企业复产复工给予了很
大帮助。”

据了解， 疫情防控期间， 区
总工会及时投入疫情防控资金
260万元， 慰问防控一线工作人
员、 因疫情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
和在疫情防控中生产防护用品、
复工复产企业。 开展 “促复工复
产， 维护职工身心健康” 活动，
投入专项资金116万元切实为企
业和职工排忧解难， 为社会经济
复苏贡献工会力量。

加强思想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成为广大职工行动指南
过去的5年， 区总工会加强

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不断增强工
会工作政治性。 全区各级工会组
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
述， 推动新思想新理论进机关、
进企业、 进一线、 进楼宇， 教育
引导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树牢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今年， 北京实施垃圾分类，
昌平总工会通过线上与线下两方
面加强宣传力度。 线上， 开展践
行垃圾分类有奖答题活动 ， 此
外， 借助 “互联网+” 的模式进
行培训， 提升职工对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的知晓性 。 线下 ， 通过
“双沟通 ” 向企业和职工发放 ，
并利用职工暖心驿站等工会组织
阵地优势， 拓宽垃圾分类宣传覆
盖面。 同时采取逐级评选、 单位
推荐的方式挖掘垃圾分类的先进
人物和典型事例， 为职工起到引
领作用。

同时， 以 “中国梦·劳动美”
为主题， 深入开展系列宣传教育
活动，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

精神 、 工匠精神 。 例如 ， 推出
《昌平职工文明规范 （三字歌）》
及专题动漫宣传视频， 引领职工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摸排职工需求
回天地区已建

职工暖心驿站218家
在 位 于 回 龙 观 东 大 街 的

“回＋” 双创社区的亲子阅读室
里， 大书架上摆满了书籍， 旁边
几位老人带着孩子围坐一起， 安
静地听工作人员讲故事。 “这是
职工之家中的一个阅读驿站 ”，
这里的工会副主席张瀚文介绍，
除了读书， 还会给孩子们演木偶
剧、 皮影戏。

“回＋” 双创社区里还设置
了母婴室， 带有投影屏幕的健身
活动场地等。 而距这里不远的霍
营街道紫金新干线社区党群活动
中心里的职工之家， 还有一个专
门的儿童活动场 。 “以前 ‘遛
娃’ 要么在小区里兜圈儿， 要么
开车到远处的大商场。 现在在职
工之家看孩子， 我还能在旁边的
座椅上看看书。” 住在附近的张
女士说。

从2019年起， 昌平区总工会
前后多次深入 “回天” 地区走访
调查 ， 摸排职工需求 ， 制定了
《关于回天地区公共区域职工之
家项目建设方案 》。 截至目前 ，
累计投入市、 区两级资金350余
万， 在回天地区建立社区联合工
会职工之家6家； 升级改造职工
之家3家； 成立党群活动中心职
工之家6家； 建设商务楼宇职工
之家1家； 职工暖心驿站218家。

昌平区工会组织建设同步紧
锣密鼓开展。 5年来， 昌平区建
设全国模范职工之家7家， 全国
模范小家5家； 北京市模范职工
之家41家， 北京市公共区域职工
之家9家， 北京市模范小家21家；
区级示范职工之家252家， 职工
暖心驿站516家， 职工健康驿站
13个， “母婴关爱室” 47家， 建
设职工书屋33个。

杨国昌表示， 今后将延展服
务职工网络，以公共区域、科技园
区、商务楼宇、未来科学城、生命
科学园、“回天” 地区等为工作重
点区域，持续推进职工之家、职工
暖心驿站建设。 推动职工之家和
职工暖心驿站与党群服务中心建
设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让工
会工作更好融入社区。

提升职工技能

助推9家市级
职工创新工作室升级
刘学-郭栋梁区级创新工作

室现有4名导师和26名学员， 立
足于生产现场开展技术攻关， 解

决发动机质量问题。 近一年来，
累计完成1383份发动机制造相关
改善提案， 使单台制作成本降低
22.84元。 培养了140名实用性技
能人才， 其中6人进入2020年北
京市 “昌平工匠杯” 发动机装调
大赛决赛。

为提升产业工人素质， 昌平
区总工会制定 《关于加强职工技
能人才培训的实施意见》。5年来，
累计发放各类助推资金156.7万
元，推举产生9家市级职工创新工
作室、 自主创新成果获奖12项 ，
认定32家区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名师带徒22对。 此外， 通过职工
技能竞赛、 技能培训、 技术交流
等活动， 不断激发全区广大职工
创业精神，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输送高技能人才。

昌平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后将推动建立多元化、 多
载体、 广覆盖的职工学习公共服
务平台， 为实现职工全面发展创
造更好条件。 此外， 探索 “互联
网+职业培训” 模式。 持续实施
在职职工职业发展、 技能素质提
升、 创新创业等助推计划， 以市
场化方式培养技能人才， 不断提
升职工队伍素质， 促进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

及时伸出援手
投入千余万元帮扶职工

今年年初， 昌平区总工会、
城北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特
困职工张玉梅家中 ， 为其送去
米 、 面等慰问品及慰问金 。 此
前， 张玉梅一家由于没有稳定收
入， 生活十分困难。 “多亏了工
会的帮助和支持， 家里情况才渐
渐好转起来， 我们一家都特别感
谢！” 张玉梅连声表示。

据统计， 2017至2019年， 昌
平区总工会每年完成30%以上建
档立卡困难职工的解困脱困任
务。 对于新产生的困难职工， 按
照建档标准同步建档立卡、 同步
实施帮扶、 同步解困脱困。

5年来 ， 围绕唱响 “四季
歌”， 打好 “五送牌”， 累计投入
资金 1291.4万元 ， 擦亮慰问帮
扶、 医疗救助、 就业创业、 “两
节” 送温暖等工会品牌， 重点帮
扶困难职工家庭562户。 健全在
档困难职工常态化帮扶机制， 实
现在档困难职工全部解困脱贫。

化解劳动纠纷

为职工挽回
近亿元经济损失
“感谢各位调解员和志愿律

师辛勤付出， 让我们能顺利拿到
未结清的工资， 安心回家过年。”
今年1月10日， 在家家户户忙碌
准备过年的日子， 农民工代表张

某给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打
来感谢电话。

原来， 2019年12月31日， 张
某等41名农民工到昌平区劳动争
议调解中心， 申诉在完成工作后
没有及时拿到全额工资。 对此，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立即开
始调查处理。 最后， 甲方、 承包
方和农民工代表达成调解协议，
结清工人全部工资。

案件的高效顺利调解， 离不
开好的工作机制。 在开展争议调
解工作中，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通过开展各类型工会法律服
务、 法律法规培训、 劳动争议调
解、 法律援助服务等， 送法到企
业和基层， 引导和参与企业职工
集体协商 ， 从源头上防范 、 化
解、 调处不稳定、 不和谐因素，
取得良好效果。

自2016年8月开始 ， 调解工
作进一步完善案件转移制度， 由
之前被动的“等待型调解”转型为
“主动型调解”， 即从以往职工前
来咨询转变为仲裁立案立即介
入， 提出合理合法化建议和调解
方案， 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5年来，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
解中心共受理案件 1.556万件 ，
年均受理仲裁转移案件占仲裁受
理案件90%以上， 调解成功率达
60%以上 ， 调解成功款项近亿
元， 调解满意度达到100%。

今后， 昌平区总工会将加大
调解和法律援助力度， 探索开展
线上调解工作，发挥工会公职律
师 、 工会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律
师的作用， 做好困难职工、农民
工、 劳务派遣工等群体的法律援
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