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夏银行工会于2003年10月成立，目前全国共设有42家分行工会，
员工人数共计29000余人。在上级工会和行党委关心下，各级工会积极
开展各项工会工作，截至2020年底，共建有市级先进职工之家2家、示范
职工之家1家、先进职工小家7家；有省级劳模7人、地市级劳模13人、全
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10人、 省金融五一劳动奖章3人， 首都劳动奖章2
人，同时还获得“首都劳动奖状”“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2020年被授予
“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让行务在阳光下规范运行
———华夏银行民主管理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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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内生产经营管理重大事
项、 涉及全行职工切身利益的规
章制度及时进行行务公开， 落实
职工的知情权， 听取职工意见，
接受职工监督； 一线职工占职工
代表总数的70%以上， 大事小情
充分征求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后才
出方案； 成立华夏银行劳动争议
调解委员会， 工会将化解矛盾挺
在先， 在劳资双方间有效沟通，
让员工和企业双方协商出满意的
结果……在华夏银行， 在工会组
织的推动下， 企业事务面向职工
拉开帷幕亮家底， 打开天窗说亮
话 ， 让行务 在 阳 光 下 规 范 运
行 。 前不久 ，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被授予了2020年 “全国厂
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称号。

行务在阳光下运行
让职工清晰监督

在华夏银行工会副主席黄挺
看来， 党委的高度重视是搞好行
务公开工作的前提， 确保行之有
效是搞好行务公开工作的动力。

“行务公开在职工的广泛参
与和监督下进行， 既要公开有关
政策依据和本单位的有关规定，
又要公开具体内容、 标准和承办
部门； 既要公开办事结果， 又要
公开办事程序； 既要公开职工的
意见和建议， 又要公开职工意见
和建议的处理情况。 加强工作考
核， 确保各项内容落到实处， 才
是行务公开的根本要义。” 黄挺
介绍说。

近年来， 华夏银行通过职代
会、 职工之家建设、 印发文件、
内部局域网、 党务及行务公开专
栏、 行长信箱、 行长接待日、 年
报、 官方网站等多种形式进行行
务公开， 切实保障职工群众知情
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
同时， 华夏银行把行务公开工作
作为各级行主要负责人年度工作
考核的主要内容， 纳入各级行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评价体系。

“我们严格按行务公开的有
关规定， 对全行涉及职工切身利
益事项 、 经营管理重要问题 、
“三重一大” 事项和企业领导班
子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密切相关
问题等及时进行行务公开， 落实
了职工的知情权、 提高了职工的
民主参与度 ， 接受民主监督 。”
黄挺告诉记者。

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
作， 华夏银行的行务公开工作水
平有了较大提升， 也积累了一定
的工作经验。 “群众积极参与是
搞好行务公开工作的关键。” 黄
挺表示， 行务公开面向的主体是
职工群众， 职工群众对行务公开
的认可程度是行务公开取得实效
的重要表现。 “我们的企业年金
管委会主任由总行工会主席担
任， 定期在职代会向职工代表做
运营与管理情况报告， 充分保证
了职工知情权。” 黄挺说。

银行工会广泛发动职工群
众， 不断增强职工群众对行务公

开的认识和理解， 进一步畅通监
督渠道， 以行务是否公开到位为
切入点， 切实让职工群众参与到
对行务公开的全过程监督之中，
确保职工通过行务公开能够知情
明理。

“华夏银行从健全制度和规
范运作入手 ， 使行务公开经常
化、 制度化、 规范化 。 通过建
立起公开办事制度 、 民主议事
制度、 职工评价制度、 公示通报
制度、 考评奖惩制度、 责任追究
制度， 对行务公开的内容 、 公
开的程序 、 公开的形式及考核
措施等等作出规定， 使行务公开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真正通过
严谨规范的制度来落实行务公开
工作。”

“希望通过民主管理，不断提
高职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确保
职工的各项权益，与此同时，保持
企业旺盛的生命力。”黄挺说。

大家的事大家说了算
让职工充分表达合理诉求

“前段时间，物价上涨，行领
导非常关心职工， 为了让职工吃
得更加营养、更加健康，决定提高
职工的用餐标准。” 黄挺介绍说，

大部分银行职工早、 午两餐都在
单位吃， 提高用餐标准关系到每
名职工的切身利益， 因此职工关
注度非常高。

在对提高餐标这一议题进行
讨论时， 工会广泛征求了职工的
意见。 “提高了餐标， 用餐质量
能上去么？” “希望菜品搭配更
科学。” “供餐单位的工作人员
服务能力需要提高。” ……

“大家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
和建议， 我们进行了梳理， 反馈
给相关承办部门， 由承办部门制
定方案 ， 尽可能的满足职工要
求。” 黄挺举例说， 方案中提出
要设置职工评价团， 定期对菜品
进行评价， 针对供餐单位的服务
员也制定了详细管理规定。 “通
过提高餐标这一件事， 把与餐饮
相关的管理措施进行梳理和整
改， 职工觉得非常满意。”

在召开职代会前， 工会都先
组织承办部门的工作人员、 部分
职工代表坐在一起， 听取大家对
职代会提案立案情况的意见， 随
后对方案进一步修改。 最终， 在
职代会上， 这一提案得到了全体
职工代表的认同， 全票通过。

“我们基层职工的声音能够
表达出来， 并且经过工会传递到
相关的主管部门， 这让我们觉得
自己被重视， 心里暖暖的。” 华
夏银行总行贸易金融部职工王燕
南也参与了这次为提高餐标而召
开的职代会， 在他看来， 工会就
是事事为职工切身利益着想的
“娘家人”。

此外， 华夏银行还根据市金
融工会的工作部署， 通过开展集
体协商工作， 签订了职工劳动集
体合同。 在这一过程中， 职工方
和银行方协商代表各尽其职， 随
时沟通， 积极磋商， 不断征求职
工意见， 修改拟订了 《华夏银行
集体合同》 （草案） 和 《华夏银
行年度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经
职代会审议通过， 顺利实施。

在华夏银行， 凡是涉及职工
切身利益的事情， 工会都会召开
职代会征求意见。 2018年， 华夏
银行开发了职代会投票系统， 进
一步提高了职代会的运行效率。
2020年， 华夏银行根据新冠肺炎
疫情发展防控要求， 通过视频和
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了全行2020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
生了新一届华夏银行职工监事，
投票通过了 《华夏银行集体合
同》 和 《华夏银行2019年度工资
专项集体合同》， 切实做到维权
与防疫 “两不误”。

为了能让一线职工参与表
达， 华夏银行的职代会在制度上
进行了明确， 做到了一线职工代
表比重达70%以上。 “我们的职
工代表有基层营业网点的柜员，
我们能够更近距离地了解到一线
职工的呼声。” 黄挺说。

成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让职工与企业共享发展成果

“当下，年轻人跳槽的频率较
高， 企业面临的劳动争议有所增
加。 ”黄挺介绍，以往的劳动争议
大多由单位的劳动人 事 部 门 处
理 。 近年来 ，银行工 会 更 多地
参与其中 ， 为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和企业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根据北京市中国金融工会北
京委员会和北京银行业协会的相
关工作要求， 今年， 华夏银行在
行党委的高度重视下， 第一时间
成立了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作
为全行劳动争议调解机构， 总行
机关和各分行均相应成立各自的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通过劳
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可以开展劳动
争议协商、 调解工作， 搭建劳资
双方沟通平台， 维护职工自身合
法权益 ， 积极预防化解劳动争
议， 维护劳动关系和谐， 促进华
夏银行稳定发展。” 黄挺说， 委
员会成立后已经成功化解了多起
劳动争议， 通过工会在双方间的
有效沟通 ， 职工和企业双方都
“调出” 了满意的结果。

其中的一个调解案例让黄挺
印象深刻。 华夏银行下属一个分
支机构所经营的业务由于受政策
监管的要求， 其部分所属职工需
分流。 银行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制定了两个方案。 对于因此而主
动离职的职工， 给与经济补偿；
对于愿意留下的职工， 可以调到
机构所在城市工作 。 黄挺说 ，
“方案公布后， 有些职工愿意留
下， 但不想离开现有城市， 希望
能向领导表达出自己的意愿 。”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工会立即走
访职工 ， 了解大家的意见和建
议 。 通过多方协调 、 协商 ， 最
终， 企业和职工双方都得到了满
意的解决方案。

“我们遇到问题， 找到工会
组织 ， 就像找到了 ‘娘家人 ’。
我们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
最终解决问题， 非常感谢工会在
其中起到的桥梁作用。” 一位职
工在事情解决后， 这样点赞华夏
银行工会的工作。

行务公开， 有我一票。 （资料图）

“行长信箱” 成为职工与行政之间的 “连心桥”。 （资料图）

定期磋商， 不断征求职工意见。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