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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文 邰怡明/绘图

北京工会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扎紧篱笆”

开展 “云调解”， 足不出户
解决劳动纠纷 ； 专业律师 “坐
诊”， 提升法律援助能力； 创新
工作方式， 提供全方位法律 “云
服务”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 北京工会法律服务不
打烊， 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扎
紧篱笆”。 2020年， 北京市总工
会依托北京市总工会职工法律服
务中心 （以下简称 “法律服务中
心”） 紧扣 “六稳” “六保” 工
作要求 ， 以疫情防控为工作重
点 ， 以 “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
全， 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 为
工作主线， 引领全市各劳动争议
调解中心通过 “线上+线下” 方
式共调解劳动争议2.3万件 ， 调
解成功8300余件， 为职工挽回经
济损失2.5亿元。

开展 “云调解”， 足不
出户解决劳动纠纷

“真快， 没想到几个小时，
足不出户， 就把这几个月的烦心
事给解决了。” 去年3月， 职工小
范通过网上调解的方式， 与原单
位达成协议 ， 在拿到调 解 文 书
电子版时激动地说到。 为快速
化解劳动争议， 在疫情防控的要
求下， 法律服务中心配合市总工
会权益工作部制定了 《关于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案件线上
调解工作实施方案》， 充分发挥
“互联网+调解 ” 平台作用 ， 运
用在线视频及时化解纠纷。

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柳艳介
绍， 本着 “方便当事人、 快速化
解争议” 的原则， 线上调解尽量
简 化 了 办 理 流 程 。 劳 动 者 和
用人单位可以拨打12351职工服
务热线、 各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电话或登陆北京工会12351手机
APP申请调解。 在征得双方当事
人同意后， 调解员会综合运用电
话、 微信等方式进行调解， 并对
关键环节进行录音录像。 调解成
功后， 在调解员主持下， 双方当
事人可以通过微信视频会议确认
并签署调解协议、 调解笔录等材
料。

“同时，我们还加强了对劳动
关系形势的分析研判， 及时发现
和积极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有效防范和处置了一大批社会影
响大、涉及人数多的集体争议，有
效维护了首都的和谐稳定。 ”法律
服务中心主任何跃红说。

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 北京
市各级工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快速化解劳动争议， 维护
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得到了职工
和企业的信赖。同时，及时预警预
报，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得到
了职工、企业和社会的认可。

劳模律师 “云坐诊 ”，
提升专业法律服务

“您好， 听说咱们这儿有劳
模律师给我们维权， 我这个事儿
有好几年都没解决了。” 去年6月
19日， 一名女职工手抱一叠厚厚
的材料， 急匆匆地走进了法律服
务中心。

“您别急， 我是今天的值班
劳模律师， 您遇到什么难题了？

可以跟我说说。” 劳模律师咨询
专线开通首日， 也是劳模律师褚
军花的值班日。 她告诉记者， 当
天一共接待了12人， 其中现场接
待2人， 电话咨询10人。 涉及疫
情期间劳动合同履行的有7件 ，
工资支付的有2件， 诉讼程序的
有2件， 住房公积金的有1件。

记者了解到， 劳模律师咨询
专线是法律服务中心为满足疫情
期间职工对重大、 疑难、 集体争
议等案件的咨询需求， 专门推出
的一项服务措施。 首批劳模律师
团成员包括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
出律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时福茂、 褚军花、 曹智勇、 董
梅和北京市劳动模范常卫东、 左
增信、 金晓莲。 7位劳模律师从6
月至12月每月第三周的周五全天
“坐诊” 解答职工的法律问题。

“律师， 疫情期间， 我不能
回京， 我工作的餐馆要和我解除
合同， 这合法吗？” “我几年前
从经营状况很好的私企跳槽到现
在国企， 当时为了工作稳定才跳
槽 ， 现在公司居然说经营不下
去， 让我们走人。 他们还不申请
破产 ， 能这样干吗 ？” “律师 ，
我去年年底生育， 还在哺乳期，

可是疫情期间， 公司让我待岗，
只发我待岗工资， 才2200元， 这
合适吗？”

从早上9点到晚上17点30分，
除了中午吃饭时间， 褚军花不停
地答复职工的疑问 。 “作为律
师， 我们必须依法给予职工意见
和建议 ， 但有时法律不是万能
的， 我希望通过我的解答， 能够
帮助职工解答法律上的疑惑， 也
希望通过我的解答， 给职工一个
倾诉的途径， 缓解一下他们的情
绪。”

劳模律师咨询专线自开通以
来 ， 通过 12351热线接单 68件 ，
涉及劳动合同解除终止、 工资、
劳动报酬调薪、 社保、 合同签订
及履行等方面。

提供 “云服务”， 法律
服务实现全方位

2020年7月 ， 一家儿童教育
机构的10名员工通过互联网远程
向法律服务中心工会分中心申请
法律援助。 这是北京市首例 “线
上” 申请的法律援助案件。

“平时申请法律援助， 需要
当事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区总工

会法律服务中心当面签署委托合
同， 我们才能核实当事人身份，
确立有效的代理关系 。” 一位律
师蒲丽介绍， 然而， 在疫情防控
期间， 为了方便职工， 怀柔区总
工会与律师经过反复讨论、 多次
模拟演练， 启动了 “线上” 申请
法援的程序。 最终， 通过网络视
频、 邮寄书面法律手续等程序，
10名员工的法律援助申请手续已
经完成。

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 法律
服务中心围绕 “战疫情 助维权
促发展” 的主线， 推出了六项法
律 “云服务”， 累计覆盖约100万
人次， 广受职工好评。 六项法律
“云服务” 包括： 通过网站、 微
信、 电话、 APP为职工提供 “云
咨询”， 解答职工疑难问题； 制
定并下发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劳动争议案件线上调解工作实
施方案》， 指导各区工会通过微
信开展 “云调解 ” 工作 ； 推出
“送法进基层网络大课堂”， 通过
“云课堂” 为职工普及疫情期间
劳动关系处理、 合同纠纷等法律
知识； 对法律援助业务和法人资
格登记业务采用预约制度分时段
办公， 通过 “云预约” 方便职工

办理手续； 贯彻落实市三方培育
助推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共同行动
的要求 ， 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座
谈、 调研等形式， 组织律师团为
9家企业进行劳动用工法治体检，
查找风险点 ， 出具 “体检 ” 报
告， 通过 “云体检” 促进企业健
康发展； 通过微信专题普法、 维
权微视频、 抖音短视频、 编写疫
情相关普法材料等方式开展丰富
的 “云普法”。

值得注意的是， 法律服务中
心积极运用 “互联网+ ” 的方
式， 推出 《疫情期间职工需知的
法律知识》 普法微视频， 向企业
和职工普及疫情期间法律法规和
政策 ， 得到了企业和职工的好
评， 网络点击量近百万人次。 编
发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人事关系
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汇编》， 收录
了国家和北京市疫情防控期间有
关劳动关系、 复工复产、 社保减
税等法律法规政策文件117个 ；
编发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热
点50问》， 聚焦针对企业和职工
关心的工资、 休假、 劳动合同等
6大方面50个问题， 通过以案释
法进行生动的解读， 深受基层工
会欢迎。

“云调解” “云坐诊” “云服务” 做实疫情期间职工法律服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