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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 全总服务职工活
动第""组走访调研情况反馈会在省总
机关会议室举行# 第""组工作组经过
$%天的行程#深入我省各市县$企业#

详细了解了企业员工生活和工作的情
况#并向他们发放%职工劳动权益保护
手册&$慰问金等'

在琼开展活动以来# 工作组先后
听取了海南省总工会$海口市总工会$

省农垦工会$万宁市总工会$三亚市总
工会关于劳动关系现状$ 重点工作推
进情况和开展(面对面$心贴心$实打
实服务职工在基层)活动情况汇报#对
海南省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 走访
调研了万宁市邮政局+ 三亚大小洞天

发展有限公司$尖峰岭林业局$海垦八
一农场$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等企业*

在这些企业召开企业管理者$ 工会干
部$职工代表专题座谈会$"场#对%&名
职工作个案访谈#共发放%职工劳动权
益保护手册&!&&余本* 向海口市困难
职工帮扶中心$ 三亚市困难职工帮扶
中心$ 海南省邮政公司$ 尖峰岭林业
局$ 海垦八一农场捐赠困难职工帮扶
资金%&万元#向万宁市邮政局$三亚大
小洞天发展有限公司$尖峰岭林业局$

海垦八一农场捐赠职工书屋'所*同时
在几个地区入户慰问困难职工"%名$

劳动模范%名#送慰问金(万元, 在万宁
市邮政局$ 三亚大小洞天发展有限公
司和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期间与职工

共同劳动#进一步加深了感情#加强了
互动,

在"#日的汇报会上# 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 省总工会主席符兴说全总
服务职工活动第""组到海南下基层$

进企业$访职工$察实情#做了大量工
作, 工作组对职工群众的深厚感情#对
工运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良好的工作
作风#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也为我们
海南工会开展好这项活动走出了路
子$创出了经验$作出了榜样,

符兴指出# 全总根据中央关于抓
好群众工作和基层建设的部署# 组织
开展(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服务职
工在基层活动)#是一个智慧之策, 这
个活动不仅与中央部署相吻合# 而且

贴近职工#贴近工会工作实际#是工会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举措, 这项
活动一是面对面了解职工实情# 与职
工群众交朋友* 二是心贴心做职工群
众的思想工作#化解矛盾#理顺情绪#

心理疏导* 三是实打实为职工群众办
实事, 这件事做好了# 就是为党政分
忧#把党政的温暖送到职工的心坎上#

而且密切了工会与职工$ 工会与企业
的关系# 这项活动是工会实行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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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载体#也是工
会自身建设的重要抓手,

海南建省办特区尤其是建设海南
国际旅游岛以来# 海南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 各级党政在社会服务均等化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 广大职工开始享受

到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 符兴
指出# 海南工会工作近年也呈现快速
发展态势# 有的工作做出了特色#有
不少亮点, 一是工资集体协商从前
几年的几乎是零到目前覆盖职工#&

万* 二是去年工会组建有突破# 工
会会员超过$&&万* 三是劳动竞赛规
模$ 形式和实际效果空前# #&万职
工参与* 四是做足了劳动关系的文
章# 表彰和谐劳动关系企业# 进行
劳动关系现状大调研# 举办劳动关
系全省职工辩论赛# 营造了和谐的
劳动关系氛围* 五是在普惠职工上
又有新探索# 去年组织了万名职工看
海南活动# 发行大海惠工卡# 今年将
组织万名职工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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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来# 请这边坐# 我们聊
聊,) 在海南亚洲太平洋酿酒有限公
司会议室# 在 (面对面# 心贴心# 实
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活动座谈会) 横
幅下#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总工
会主席符兴热情招呼参加座谈的(位
职工,

(你到亚太公司几年了- 老家哪
里-) 符兴首先与第一个落座的技工
罗国团攀谈起来, 当罗工回答说来公
司已有$&年# 老家定安时# 符兴改用
海南话问他# (每月工资能拿多少-)

(五六千,) (哦# 工程师这个待遇还
不错, 五险一金都交了吧-) (都交
了,) (好. 这是职工应该有的保
障,) 符兴又转过身来问其他职工/

(大家都说说# 员工最担忧最希望解
决的问题是什么- 企业在员工权益保
障方面做得如何- 比如工资分配啦#

休假啦# 女工特殊权益啦# 劳动安全
保护啦等等,)

(休假每年有十天# 劳动安全保
护# 女工特殊休假都能保证,) (职
工生日+ 结婚+ 家人去世等等# 企业
都会通过工会有所表示,) (对有的
岗位# 除了五险一金# 公司还为员工
买了商业意外保险, (几位职工纷纷
回答,

一位职工举手了/ (我姓蔡#

我提个想法, 我们普通员工最难最
盼的问题是住房, 现在外面房价那
么高# 我们普通员工实在买不起,

我现在每月工资!&&&块# 工作十多
年了# 还只能挤在父母的老房子里
住, 工会能不能帮我们员工反映反
映住房难的问题-)

(当然要反映, 首先企业要重视
员工住房问题, 中航特玻+ 金海浆纸
等企业已经重视这个问题# 已经盖或
者准备盖职工住房, 政府建廉租房也
是着眼解决困难职工住房难问题,)

看到穿着发光马甲的王世浩王坐
那里一言不发# 符兴微笑着询问/

(小伙子你是一线员工吧- 做什么工-

每月工资有多少-) (我是流水线上
的操作工 # 月工资 $#&&左右吧 , )

(年终奖有吗- 有多少-) (大家不一
样,) 看小王支支吾吾不正面回答#

符兴追问一句# (就说你自己能拿多

少吧 , ) (相当于两个半月工资 #

'&&&多吧,) 这时亚太公司工会主席
黄海涛插话/ (小王结婚后生活比较
困难了# 忧中有喜# 喜中有忧# 他家
生了对龙凤胎# 他就这么点工资# 他
妻子没有固定工作# 在市区偶尔打点
零工# 还得在市区租房住# 经济上就
很紧了, 他家是我们工会送温暖的对
象,) 符兴听了连连点头# (好好#

工会就是要给困难职工送温暖. 企业
关爱职工# 职工才会把企业当成家,

企业工会关爱职工责无旁贷# 因为工
会是职工之家,) 符兴接着问# (哪
位再说说# 最想解决什么问题- 我是
省总工会主席# 就想听听一线职工的
心里话,)

毕业于琼州大学的贵州小伙孔云
霄被大家一致推举 (说说), 小孔红

着脸一时语塞, 旁边的工友代言#

(小孔最想解决女朋友问题,) (企业
和企业工会要关心职工的生活, 只有
安居才能乐业, 住房和成家都是留住
职工的重要因素, 最近省总工会和省
地税局正在搞工会佳缘网# 也是为单
身职工提供信息的一个渠道,)

叶玉珍也举手了/ (我们公司地
处偏僻# 职工们业余时间没有电影
看,) (今年是海南工会职工文化年#

各级工会给基层职工送电影+ 送节
目+ 送图书+ 送培训,) 符兴当即嘱
咐随行的省总宣教部长和驻琼工会主
席做好安排,

(公司劳资关系怎么样- 当职工
有诉求时# 你这个企业工会主席怎么
做-) 符兴问黄海涛,

(我们亚太公司劳资关系还是比

较和谐的, 我认为企业工会定位准
确很重要, 当职工有诉求时# 我们
工会要做的事情就是沟通# 疏导#

促成问题的妥善解决, 工会就是职
工和企业之间的桥梁, 比如职工提
出出差补贴问题# 工会作了了解#

以前在三亚吃碗汤粉三元就够了#

现在要七元左右# 补贴不变确实有
点偏低了, 我们反映后管理层作了
合理上浮, 又比如这两年物价涨得
比较快# 公司在前年底调过一次工
资, 去年七八月份物价涨幅大# 职
工又提出涨工资的诉求, 我们工会
既向公司管理层反映# 又做职工的
思想工作# 引导职工认识到只有公
司效益有稳定的增长# 职工的诉求
才更有希望实现, 结果到去年底职
工工资平均提升了$&*,)

符兴表示赞许# (你这个工会主
席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在我们国家#

职工和企业是事业共同体+ 利益共同
体+ 命运共同体, 工会不是为了工人
利益与企业斗# 而是协调好职工和企
业之间的关系# 达到共赢, 我们讲双
关爱双依靠# 就是企业关爱依靠员
工# 员工也关爱依靠企业, 企业要依
靠员工创造效益得到发展# 就要关爱
职工+ 重视职工的合理诉求* 同时员
工也要爱岗敬业# 把企业当做自己的
家# 为企业发展出力, 只有企业好
了# 员工的利益才有着落* 如果企业
经营不下去# 员工也没有利益可言,

所以我们工会要在企业和职工两头做
工作,)

(大家对公司工会主席黄海涛印
象如何-) 听到点自己的名让职工评
价# 黄海涛赶紧起身# (我回避吧-)

符兴摇摇手# (不用回避, 工会主席
也是职工的一员# 你就在这里听听大
家的意见吧,) (我们员工都蛮喜欢
这个工会主席的# 喜欢与他沟通# 向
他反映情况# 我们职工的事他也很热
心# 用心想办法,)

职代会+ 工资集体协商+ 党组织
建设+ 职工子女入学+ 职工班车+ 周
边治安00符兴问得仔细# 职工畅所
欲言, 座谈会时间到了# 亚太职工们
还围着这位全省工会的领头人说个没
完, 随行的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 纪
委书记李振业# 省总工会副主席揭晓
强# 省总工会的部长们不停地做着座
谈笔记, 符兴说# (这个活动是根据
全总的部署开展的, 面对面# 就是要
下基层+ 进企业+ 访职工+ 察实情*

心贴心# 就是要带着深厚的感情来与
职工交心# 做职工工作# 调动职工积
极性* 实打实# 就是要实实在在地为
职工群众办实事,) 最后符兴代表省
总工会给亚太公司职工送了文体活动
经费一万元# 并把操作工小王叫到身
边# 把一个红信封递给他# (这是工
会给你的慰问金, 希望你好好工作#

好好生活.) 小王频频点头# 职工们
热烈鼓掌,

345 676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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