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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市总工会累计购买社
会组织服务项目500余个， 开展活动
7000余场次， 服务职工70余万人次。
服务项目涉及技能培训、 困难帮扶、
职业安全、 职业发展、 子女教育等
诸多领域， 工会作为枢纽型组织的
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市总工会社会联络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 这些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
市总工会顶层设计以及工作机制 、
工作规范的支持。 市总工会印发的
《关于发挥工会 “枢纽型” 社会组织
作用， 引导社会组织服务职工群众
的工作方案》， 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的
指导思想、 工作目标、 基本原则和
具体的12个方面的工作任务， 为开
展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与此同时 ， 为加强工作领导 ，
在市总工会层面成立了工会社会工
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统筹市总工
会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各项
工作。 在工作层面， 由社会联络部
具体负责实施创新示范引领工会社
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加强对有关劳
动领域社会组织的联系引导各项工
作。 在区级层面， 丰台、 西城、 朝
阳等区工会也陆续成立了社会工作
专门机构。

为保障工作落到实处和工作开
展的制度化、 规范化， 又先后制定
出台了 《北京市总工会购买社会组
织服务管理办法》 等制度文件， 厘
清了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工作的环节
和程序。 针对项目监管、 经费使用、

中期评估、 绩效考核4个关键环节分
别制定了相应实施细则加以规范 。
同时制定了立项评审 、 中期评估 、
绩效考核3项评分标准， 拟定购买服
务合同、 第三方监管合同2个示范文
本， 将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工作纳入
了制度化、 规范化轨道。

“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 我们
工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得到了提升，
满足了职工群众的多样化需求； 工
会工作手臂也得到了延长， 工会组
织的覆盖面实现了扩大； 带动了一
批劳动领域有影响力、 有活力的社
会组织， 发挥了枢纽型社会组织作
用。” 该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 他们
将学习借鉴好经验和好做法， 围绕

工会中心工作， 更加紧密地服务工
会工作大局， 发挥工会社会组织工
作联系职工广泛、 工作机制灵活等
特点， 围绕工会工作中的重点和职
工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工作 ；
重点完善 “二级枢纽 ” 工作体系 ，
加长加宽联系服务社会组织的平台
和桥梁， 建立市、 区、 街工会、 直
管协会四位一体、 纵横交错的 “二
级枢纽” 工作体系； 打造品牌项目，
不断强化示范带动和引领作用， 突
出工会特色和主责主业， 将职工需
求集中、 实施效果良好的服务项目
进行归类聚焦， 打包为同一品牌项
目， 集中力量购买、 推广， 统一宣
传， 扩大项目知晓度， 形成品牌效
应， 提升工会社会工作影响力。

工作实践中， 北京市总工会将团结凝聚广大职
工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充分发挥枢
纽型组织作用，积极示范引领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加强对劳动领域有关社会组织的联系引导工作。 目
前，北京工会初步形成了日常工作体系健全、联系服
务渠道通畅、 引导社会组织有力、 凝聚职工成效显
著、职工群众广泛称赞、服务大局作用明显的工会联
系引导劳动领域社会组织的工作局面。

如果说打造 “金牌” 劳动领域
社会组织和服务项目， 引导其更好
地为职工服务是 “点对点” 式工作，
那么 ， 如何以 “点 ” 撬动更大的
“面 ” 则是更具挑战性的工作 。 为
此， 市总工会 “盯” 上了协会组织。

据悉， 为做大做强所属各协会，
增强直接联系服 务 职 工 的 能 力 ，
2017年11月， 市总工会下发了 《关
于进一步加强直管社会组织建设的
意见》， 提出在现有8家直管协会的
基础上， 在职工需求集中、 示范牵
引力强的领域培育孵化15家左右直
管协会， 通过理顺工作机制、 加强
管理监督、 强化服务扶持、 加大购
买力度等措施， 一手抓规范化建设，
一手抓效能发挥 ， 激发协会活力 ，
力争实现直管协会直接联系服务职

工100万人的目标。
北京清洁行业协会是2012年经

批准注册成立的定位于清洁服务行
业的社会组织， 其服务、 管理对象
都是公众很熟悉的清洁服务企业及
其职工。

北京清洁行业协会负责人翟佳
梁介绍说，目前，北京有3000余家清
洁服务企业，职工约35万人。 经调研
统计，他们发现行业一线职工80%以
上为外地来京务工的农民工，80%是
初中以下文化水平，80%年龄在40-
60岁之间。“极低的行业利润率、人员
高流动率使企业无法满足职工的培
训需求，因此，职工所受专业培训严
重不足。而这与首都城市建设的发展
定位不相匹配，且亟待解决。 ”

2016年，市总工会以“暖·聚合社

会组织，服务首都职工”为主题，面向
全市职工服务类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项目，其中就包括清洁行业。 北京清
洁行业协会承接了这一项目的内容，
并得到了市总工会的资金支持。

“我们希望的不仅仅是授人以
‘鱼’， 更要授人以 ‘渔’。” 翟佳梁
介绍说， 他们通过组织专家研讨会
编写行业基本技能培训教材、 聘请
专业师资力量为企业培训内训员 、
指导内训员对企业一线职工进行培
训等方式开展工作 。 项目实施6年
来， 已有115家北京各区清洁服务企
业参与项目培训。 己先后组织大小
培训近千场， 为企业培训内训员500
余名 ， 近6万人次一线职工接受培
训。 “我们的培训不仅提升了职工
基本操作技能， 更为企业长远发展

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在市总工会的指导支持下，这些

协会的活力有效被激发出来。北京铸
锻协会围绕市政府确定的产业转移
工作，积极开展搬迁企业和职工的心
理疏导工作，先后为3000名企业职工
进行了心理讲座和疏导；北京室内装
饰协会承办的《培养古建室内非物质
文化遗产技术继承人》培训班，吸引
了500余人参加培训， 发挥了北京在
古建施工方面的优势，保证了古建技
艺的传承；北京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
会承办的“新芽计划”搭建起政府、高
校、企业、社团及志愿人士联合服务
大学生就业的公益平台，向大学生分
享现代企业招聘、培训、管理的经验，
已经走进10所高校，为3000余名毕业
生提供了就业服务。

“虽然我们身处河北， 但依然
感受到了来自北京市总工会的关
怀。” 首钢集团京唐公司一线职工小
张动情地说。

首钢集团京唐公司位于河北省
曹妃甸工业区 ， 在职职工数量约
8000余人。 由于公司位置比较偏僻、
封闭， 职工每天过着工作岗位、 宿
舍或家里 “两点一线” 的生活， 与
外界接触较少 ； 还有 一 些 职 工 是
当年随着公司搬迁到这里 ， 家在
北京， 经常是一周或者更久才能回
家一次。 由此， 也产生了一系列问
题， 例如家庭矛盾、 亲子教育问题、
心理压力、 社交问题、 情感交流障
碍、 负面情绪等。

“职工渴求心理健康知识， 我
们也对职工的心理健康十分重视。”
首钢京唐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9年他们向北京市总工会申请建
设职工心灵驿站。 不久， 一个包含
团体活动室、 沙盘游戏室、 心理咨
询室、 仪器放松室等诸多功能区的
职工心灵驿站建设完成并启用。

2020年至2021年 ， 京唐公司工
会又连续两年向北京市总工会申请
“EAP项目———辅助职工发展计划”，
旨在为企业职工减压、赋能，促进个
人成长和企业和谐健康发展。北京市
青原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依托专业的
心理服务资源优势，获得了北京市总
工会委托， 承接了此项目， 为职工

及其家属在心灵驿站开展服务。
“我们从职工的实际需求和要

求出发， 设计制定了符合职工心理
特点的服务内容。” 青原中心负责人
刘飞表示， 他们为企业职工提供了
在线职工心理健康测评、 管理者心
理赋能培训、 危机干预现场演练教
学与案例分析、 一对一心理咨询等
多种形式、 不同主题的活动， 累计
服务职工25878人次。

为引领这些劳动领域的社会组
织为职工提供优质服务， 市总工会
不仅通过举办业务培训班、 专题调
研、 共同开展活动、 召开工作联席
会等方式， 加强与他们的联系沟通，
提升他们项目运作水平和协同工会

服务职工的能力， 还通过网站、 报
纸、 新媒体、 电视等渠道， 以及评
优评先等方式， 帮助他们扩大影响
力， 打造工作品牌。

市总工会社会联络部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这些年来， 他们打造
的公益班车、 街道心灵驿站、 工企
联动三级覆盖、 换位职工爱心驿站
等工作品牌先后被北京市社会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评为金奖 、 银奖等 。
2021年， 推荐的4个品牌项目被全国
总工会评为全国工会联系引导社会
组织服务职工优秀项目。 “这些品
牌的社会影响力大了， 也能为下一
步工作的开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环
境。” 该负责人说。

职工群众享服务 社会组织获发展 工会工作有深化
□本报记者 陈曦/文 邰怡明/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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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总工会联系引导社会组织服务职工工作纪实

以点撬面，多措并举激发活力

加强联系，打造服务职工品牌

有序推进，完善“二级枢纽”工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