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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总工会制定了 《关于推进
“区级工会加强年” 专项工作目标任务
的实施方案》。 据了解， 方案中的26项
任务包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 劳动精
神、 工匠精神， 规范园区、 楼宇工会联
合会建设， 实现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有效覆盖， 加强包含职工服务中心在内
的工会服务阵地建设等。

其中， 在加强工会服务阵地方面，
昌平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王
冰表示 ， “我们将培育有内容 、 有活
动、 有温度的职工服务阵地， 建设成凝

聚人心、 引导职工、 服务群众的坚强堡
垒。” 据悉， 昌平区将继续深化职工之
家、 暖心驿站的建设， 今年推进大型社
区、 商务楼宇、 园区建设公共区域职工
之家3家， 职工暖心驿站30家， 母婴关
爱室15家 。 同时 ， 推进 “千家暖心驿
站” 评星定级， 对于存量暖心驿站张贴
带有服务对象、 服务功能和开放时间等
信息的标识牌， 确保以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群体为重点的广大劳动者找得到、 进
得来、 用得好。 充分了解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群体对暖心驿站的使用情况， 指导

各镇 （街道） 重点培育和选拔1至2个职
工暖心驿站， 推荐为 “最美户外劳动者
站点”。 “通过这些措施， 使职工服务
阵地数量和质量进一步提升， 可以更有
效地服务广大职工。” 王冰说。

目前， 昌平区总工会依托党群服务
中心、 大型社区、 商务楼宇已建设公共
区域职工之家15家、 职工暖心驿站1094
家， 回天地区 “一镇六街” 依托党群活
动中心建设公共区域职工之家实现全覆
盖。 各级工会依托职工之家、 职工暖心
驿站开展职工主题教育活动、 提供法律
服务、 为职工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
发放防疫专项资金和物资、 开展职工志
愿服务活动等。

此外， 昌平区总工会还将通过合作

方式推动职工服务阵地建设， 满足职工
多层次、 高品质的服务需求。 此外， 还
将支持慈善公益组织、 寻求社会力量参
与职工服务阵地建设， 为建设和发展区
域职工服务阵地汇聚更多力量。

在规范园区、 楼宇工会联合会建设
方面， 开展各镇 （街道） 区域性工会联
合会的试点建设工作， 摸排全区范围内
园区、 楼宇的情况， 推进区域性工会联
合会从 “有形覆盖” 到 “有效覆盖”。

此外， 继续发挥职工沟通会作用，
积极探索适应货车司机、 网约车司机、
外卖员、 快递员等职业特点的建会入会
方式， 实现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有效
覆盖。 预计全年吸纳新业态劳动者入会
不低于1500人。

用心用情服务 打造职工幸福“娘家”
“区级工会加强年”系列报道（三）

加强职工服务阵地建设、 开展劳动争议调解培训班、 进行企业 “法治体检”、 名师带徒……在北京市总工会的指导下， 各区总工会
围绕政治引领强、 组织功能强、 服务阵地强、 制度机制强、 作用发挥强 “五强” 目标， 结合自身特色， 量体裁衣制定专项工作实施方
案， 逐步有序、 分类推进 “区级工会加强年” 专项工作落地落实。 近日， 本报记者奔赴 “区级工作加强年” 专项工作的 “前哨”， 了解
到各基层工会通过多种举措， 用心用情开展各项服务工作， 打造职工的幸福 “娘家”。

□本报记者 周美玉 赵思远 王路曼 孙艳

政策宣讲、沟通座谈、实地走访……
大兴区总工会激发潜力，火力全开， 充
分发挥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各级
工会组织充分对接， 推动全区工会工作
迈上新台阶 ， 真正实现建起来 、 转起
来、 活起来、 强起来。

大兴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
席牛玉俊介绍 ， 自 2022年 9月专项工
作启动以来， 区总工会制定 《大兴区总

工会 “区级工会加强年” 专项工作实施
方案 》 ， 区 总 工 会 领 导 班 子 成 员 带
队 ， 52名机关干部分组下沉基层， 对
23个基层工会进行对口联系 ， 指导基
层用好利好政策 ， 将各种资源向基层
倾斜。 并要求各镇街、 产业基地总工会
与区域内重点企业、 重点单位建立对口
联系， 以更多切实可行、 接地气的方式
方法为职工服务。

该专项工作开展以来， 大兴区总工
会坚持围绕“五个加强”持续发力。比如：
针对新业态劳动者， 多维度进行思想引
领工作提升。线下设立流动服务站点，线
上搭载网络平台， 积极探索适应货车司
机、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
特点的建会入会方式， 实现对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的组织和服务有效覆盖。

同时， 挖掘临街商铺、 餐饮企业资
源 ， 建立临街暖心驿站 。 此外 ， 开展
“工会杯” 安全隐患随手拍活动， 历时
一个多月， 排查并解决高层建筑、 生产
车间、 大型商业综合体等方面的安全隐

患1400余处 ， 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100余人。

牛玉俊介绍， “我们通过本次 ‘区
级工会加强年’ 专项工作， 深入基层、
深入职工， 把职工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
出来， 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 把基层
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

下一步， 大兴区总工会将继续促进
工会系统人力、 财力、 物力等资源向基
层倾斜， 努力实现政治引领强、 组织功
能强、 服务阵地强、 制度机制强、 作用
发挥强的目标， 把基层工会建设得更加
充满活力、 更加坚强有力。

吸纳工会会员， 发展工会组织， 加
强非公企业建会工作； 建家、 慰问、 互
助保障、 志愿服务， 打造基层职工服务
品牌；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推动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通州区总工会积极总结
改革创新经验， 以 “区级工会加强年”
专项工作为契机， 强化自身业务水平，
提高基层工会服务能力。

2022年， 通州区总工会同时开展建
会 “十百千” 专项行动、 园区和商务楼
宇工会组织规范化建设验收等工作， 积
极组建工会组织、 发展工会会员。 截至

去年10月26日， 区总工会年度新组建非
公企业工会组织67个， 其中百人以上工
会组织17个； 开展企业沟通会178场次，
职工沟通会428场次， 新发展会员1万余
人。 此外， 还组织了两场线上培训班，
有效提高了基层工会工作者对工会 组
建 、 会员管理在新系统中的操作水
平 。

“心往基层想， 人往基层走， 钱往
基层投， 事往基层办”。 2022年， 通州
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围绕三级服务体
系建设、 互助保障、 志愿服务等工作持

续发力， 全年共建设示范职工之家5家、
公共区域职工之家8家、 百人以上企业
职工之家14家、 职工暖心驿站76家； 对
基层一线职工、 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者、
留京过年职工、 患病致困职工等开展慰
问工作， 并完成15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体检工作； 召开职工互助保险工作培
训会， 开展线上职工互助保障知识答题
活动等。 此外， 区职工服务中心还发挥
基层志愿服务作用， 开展暖心伴考、 首
都职工志愿 “大篷车”、 疫情防控下基
层等工作。

为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通州区
总工会开展线上劳动争议调解培训班、
企业 “法治体检”、 急救知识培训班等
工作， 同时与区住建委联合举办了 “通

州区职工职业物业行业技能竞赛”， 全
区40余家单位， 153人参加竞赛； 联合
区人社局举办线上 “春风行动” 专项活
动， 涉及30家企业91类职位， 累计提供
招聘岗位355个。

下一步， 通州区总工会将按照区总
工会党组成员包片、 以部室为单位对口
联系的方式， 实现对全区22个街乡总工
会的联系全覆盖， 并延伸联系到街乡下
属的社区、 企业等基层一线。 通过深入
基层、 深入职工， 围绕推进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 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
会入会、 健全完善工会组织体系等重点
工作， 开展调查研究。 同时， 对基层工
会和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上下协
调、 内外联动积极解决。

为进一步落实市总工会要求， 加强
对基层工会的领导， 顺义区总工会总结
工会改革创新经验， 结合工作实际， 在
2022年9月至 2023年9月期间 ， 全面开
展 “区级工会加强年” 专项工作。

2022年10月，顺义区总工会出台“区
级工会加强年”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加强
对镇街、功能区总工会的对口联系、指导
和服务，实现对全区27个镇街、功能区总
工会的联系全覆盖， 切实推动基层工会
建起来、转起来、强起来。

顺义区总工会坚持促进人力 、 财
力、 物力等资源向基层倾斜， 计划完成

对口联系、 调查研究、 解决问题、 巩固
深化四项重点任务， 推动该区工会工作
努力实现政治引领强、 组织功能强、 服
务阵地强、 制度机制强、 作用发挥强的
目标要求。

其中 ， 在实现 “组织功能强 ” 方
面， 顺义区总工会积极构建纵横交织、
覆盖广泛的工会组织体系和联系广泛、
服务职工的工会工作体系， 两个体系齐
抓并进。 在实现 “服务阵地强” 方面，
积极探索和规范职工服务阵地社会化市
场化运作的实现途径， 推动职工服务阵
地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

“在实现 ‘作用发挥强’ 方面， 深
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围绕中心工
作 ， 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劳动和技能竞
赛， 加强职工教育培训， 选树 ‘顺义工
匠’， 做大做强职工技能提升、 创新项
目、 名师带徒等助推计划， 团结引领广
大职工在推动顺义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
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 顺义区总工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 顺义区总工会突出维
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农民工、 生活
困难职工等群体合法权益， 叫响做实职
工互助保障、 困难帮扶、 送温暖、 送清
凉等 “工” 字品牌， 增强职工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同时着力完善工会参与基层治理机
制，提升工会干部能力水平，引导职工积
极参与城市更新、疏解整治、垃圾分类、

绿色出行等工作， 努力在提升顺义区城
市现代化治理水平中发挥工会作用。

为实现工作目标， 顺义区总工会采
取多种方式深入基层、 深入职工， 围绕
重点工作， 开展扎实有效的调查研究。
并对调查研究发现的问题特别是基层工
会和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逐项列
出清单， 共同推动问题解决。

下一步， 顺义区总工会将对工作中
具有综合性、 普遍性的难点问题认真梳
理研判，形成对策建议。建立健全对口联
系长效机制， 推动各级工会牢固树立目
标导向为基层、力量下沉到基层、落实工
作靠基层、推动发展强基层的工作理念，
为镇街道、 功能区总工会和基层工会提
供精准指导和服务， 真正使基层工会建
起来、转起来、 活起来、 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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