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搜狐公司首次集体协商促企业职工“双赢”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王远霞） 近日， 北京搜狐新媒体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次集体协商
会议召开。

会上， 搜狐职工方代表和企
业代表就最低工资、 劳动安全卫
生、 女职工特殊保护等10余个方
面现场开展协商， 并最终达成一
致， 形成了 《北京搜狐新媒体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工资专项集体合

同》 和 《北京搜狐新媒体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集体协商合同》。

据悉， 北京搜狐新媒体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工会自成立以来，
在中关村科学城总工会的指导下
积极建立集体协商机制， 在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 切实
维护和保障职工利益， 打造企业
与职工命运共同体， 凝聚起和谐
共赢、 勇毅前行的强大合力。

曙光街道工会为患病职工开辟“绿色通道”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近
日， 北京泰鸿达颐商贸有限公司
福朋饭店工会负责人， 把一面写
着 “帮扶解困办实事 情系职工
暖人心” 的锦旗送到海淀区曙光
街道总工会， 感谢 “娘家人” 的
真情帮助和关怀。

据了解， 该企业一名职工确
诊尿毒症， 需要换肾， 让本不富
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该企业
工会将情况及时向曙光街道总工
会上报。 曙光街道总工会积极行

动 ， 立即向企 业 深 入 了 解 情
况 ， 发现该职工因各种原因还
未 加 入 工 会 组 织 。 为 了 更 好
地开展工会各项服务， 让职工享
受工会的各项惠民政策， 经该职
工主动申请， 曙光街道总工会立
即为职工办理入会手续以及工会
会员互助服务卡， 并第一时间为
生病职工开通绿色通道， 把工会
组织的服务送到职工身边， 把温
暖送到职工病床前， 解了职工的
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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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记者
近日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 2022
年， 各级工会领导机关持续加大
力度开展赴基层蹲点工作， 围绕
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维
护职工发展权益， 强化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推进工会组
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双提升， 维护
职工队伍稳定、 排查化解风险隐

患等重点任务， 多措并举推动蹲
点工作常态化 、 长效化 、 制度
化， 取得明显成效。

全国总工会机关率先垂范，
选派8个蹲点组32名机关干部赴
基层蹲点。 全国省市县三级工会
组成蹲点工作组5504个， 派出蹲
点干部17063人 ， 比2021年增加
32.6%。 各蹲点组与当地工会一

道， 统筹疫情防控和蹲点工作，
深入企业和职工摸底数 、 查实
情、 听诉求、 找症结， 为基层和
职工办实事、 解难题， 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并引导广大
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认真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赢得了
基层的认可和职工的信赖。 蹲点
干部发挥先锋队、 突击队、 宣传

员、 办事员作用， 在一线实践中
坚定初心使命， 砥砺担当精神，
提升群众工作能力， 展示了良好
形象。

据了解， 2022年， 全国省市
县三级工会投入蹲点服务基层专
项保障经费2.9亿多元 ， 各蹲点
组累计访谈基层党政工干部、 一
线职工24.2万人， 慰问帮扶困难

职工26.2万人， 指导新建基层工
会组织4.4万个 ， 新发展工会会
员293.8万人 ， 帮助5.6万个基层
工会实施规范化建设， 开展职工
思想引领活动2.1万场次 ， 宣讲
劳动法律法规和工会政策1.4万
场次， 为职工提供法律援助涉及
8.7万人 ， 化解劳动关系纠纷涉
及职工5.8万人。

2022年全国各级工会组成蹲点工作组5504个 派出蹲点干部17063人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 近
日， 怀柔区供销社工会主席苏景
旺带队走访慰问系统内劳模， 向
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
候， 并送上慰问品。

在劳模马智平和赵富祥的家
里 ， 苏 景 旺 详 细 地 了 解 他 们
的 身体和生活情况 ， 倾听他们

讲述入党故事， 追忆入党初心。
苏景旺感谢劳模们为党的事业 、
为 区 供 销 社 的 发 展 作 出 的贡
献， 并号召新时代的党员干部传
好革命先辈手中的接力棒， 汲取
精神力量， 担当历史使命， 弘扬
党的优良传统， 让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

怀柔区供销社工会走访慰问劳模先进

工会机关干部蹲点为基层和职工排忧解难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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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近段
时间以来， 昌平区人大常委会副
书记、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刘长
永带队，先后走进昌平公安分局、
霍营街道、 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
院、昌平区殡仪馆，深入了解4家
基层工会在过去一年中关于工会
建设、 活动开展、 关爱职工等情
况， 并向节日期间坚守在一线岗

位的劳动者们致以诚挚的慰问和
衷心的感谢。

与此同时，连日来，昌平区总
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王冰带队
来到城北街道和崔村镇走访慰
问，送去慰问金，并向奋斗在一线
的职工表达了区总工会的关心关
怀。 昌平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区总工会将坚持以职

工需求为导向， 围绕镇街及重点
单位一线工作人员、 外援挂职干
部、困难职工、劳动模范、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开展送温暖、
送普惠制服务活动， 并组织全区
各级工会通过多种形式的慰问活
动， 把工会的关心关怀送到广大
职工的心坎上， 进一步提升工会
组织的影响力、 凝聚力。

昌平区总工会按需为职工送普惠制服务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针对
辖区企业， 走访沟通、 征询职工
需求 ； 针对辖区劳模 ， 通过微
信、电话等方式，详细了解劳模需
求，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针对
困难职工， 开展送温暖活动， 为
他们送去食用油等慰问品……连
日来， 东城区龙潭街道总工会根
据市、 区总工会相关文件要求，
面向辖区企事业单位 、 一线职
工、 劳模、 两新组织及各暖心驿
站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并送上慰
问物资。 此次活动共覆盖1500余
人次。

活动中， 该街道总工会多次
走访辖区9家临街餐厅暖心驿站
及京东快递站点， 了解职工的实
际需求， 为职工提供酒精、 免洗
手液、 口罩等物资。 同时， 该街
道 总 工 会 依 托 北 京 工 会
12351APP平台 ， 开展市属公园
年票免费续费活动， 希望通过该

活动， 丰富辖区职工文化生活，
让职工走出去多运动， 提高身体
素质。

温暖小服务， 彰显大爱心。
龙潭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希望通过此次系列活动， 让

工会组织成为传递温暖的纽带和
桥梁。 未来工会将继续以职工需
求为动力， 以问题为导向， 为职
工办实事 、 办好事 ， 时刻牢记
“受职工之托、 忠职工之事、 解
职工之难、 温暖职工之心”。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近
日， 全国总工会下发 《关于发布
第二批提升职工生活品质试点单
位名单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
知》）， 确定北京市朝阳区工会帮
扶中心等20家单位、 中国邮政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等100
家企业 （工业园区） 为第二批提
升职工生活品质全国总工会试点
单位。 全国总工会对列入试点的
帮扶中心安排引导性资金50万
元、 试点企业 (工业园区) 安排
引导性资金5万元， 用于培育创
新帮扶服务职工项目。

《通知》 要求， 各省 （区、
市） 总工会要聚焦提升职工生活
品质， 协调发挥相关职能部门优

势， 统筹资源共同推进， 形成工
作合力。 要因地制宜， 建立并完
善提升职工生活品质标准化指标
体系， 以标准化指标体系指导试
点遴选、 项目培育、 评估评价等
工作。

《通知》 提出， 结合全国总
工会 “县级工会加强年” 专项工
作， 鼓励和支持全国总工会对口
联系县级工会开展提升职工生活
品质先行先试工作。 以 “县级工
会加强年” 为契机， 加强对县级
工会试点单位的培育， 支持县级
工会帮扶中心赋能增效打造服务
职工综合体 ， 提升服务职工能
力， 引导企业提升职工生活品质
塑造幸福生活环境， 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 提高职工就业质量。
2021年9月， 全国总工会部

署开展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工作，
安排1500万元专项资金予以支
持， 将20家工会帮扶中心和50家
企业 （工业园区） 纳入全国总工
会试点单位。 据全国总工会权益
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
前， 31个省 （区、 市） 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总工会均已在全国总
工会试点基础上开展省级试点工
作， 推动落地了一批帮扶服务职
工项目， 培育储备了一批服务职
工基地、 关爱职工公益伙伴， 形
成了一系列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
经验做法， 取得了一系列可复制
可推广的阶段性成果。

朝阳区工会帮扶中心、中国邮政北京分公司等单位列入试点

第二批提升职工生活品质试点单位名单发布

龙潭街道工会多项暖心举措帮职工解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