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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计划
明确协商内容和要求
该工会在开展区域性集体协商时，前
期认真做好计划，列出任务清单，引导社区
工会联合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走访调
研驻地企业，了解工资基数、职工医保、社
保等福利保障及企业效益情况，摸准各企
业实情，依据调查情况做好有针对性的谈
判准备。他们在走访中了解到，受新冠疫
情影响，复工复产大面积延迟，加上快递外
卖网购业的冲击，一些小微企业实体店压

规范程序
推进协商过程协调把控
工资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一套程
序走下来，需要较长的时间，从协商条款拟
定-发出要约书-待复约-协商代表资格审
查-协商时间地点确定-组织协商谈判-合
同起草审查校对-职代会讨论决议-报人

社局备案-生效公示，每个环节都要认真把
控，形成一套规范的流程，确保集体合同合
法合规。
街道总工会一方面加强协商制度化、
精细化管理，坚持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
协商原则，耐心进行谈判过程的指导，引导
职工把谈判过程当作是学习、宣传普及法
律法规知识的过程，当作是加深沟通与理
解、增进合作的过程，充分为职工利益和企
业和谐发展而探讨发声。另一方面，
把握好
谈判的火候和技巧，热心促成谈判，引领商
谈按照规定的程序实施，防止“跑题”或“跑
偏”
，
保障协商质量，
提高协商成功率。

归纳整理
抓好集体合同监督落实

协商做好铺垫。并做好本次谈判后的跟进
服务，及时收集“四书五经”资料归档，
作为督查企业履约的依据。所谓“四书”
是指要约书、应约书、备案书、公示书，
“五经”是指职工方代表经选举产生、协
商内容经职工商定、合同文本经上级工会
预审、合同草案经职代会审议通过、合同
履行效果经评估机构评估。事后的重点是
跟踪督查企业履约，真正发挥好集体合同
的作用。
2017 年，该街道龙首原社区工会联合
会荣获“莲湖区集体协商示范单位”，成为
全区唯一一家区域性协商示范单位。特别
是今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
街道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灵活方式开展协商，
保障
防疫、协商两不误。目前，集体协商覆盖企
业 767 家，
惠及职工 8580 人。
□孙养利

近日，宝鸡文理学院工会看望慰问在高温
天气下的一线工作人员，为他们送去了西瓜、
甜
瓜、饮料等清凉物品。并感谢在炎炎烈日下
加班加点、坚守岗位的教职员工，叮嘱大家做
好疫情防控和防暑降温措施。 □韩恩强 摄

■工会纪事■

协商结束后，对本次协商情况进行梳
理总结，查漏补缺，为下年度新一轮集体

本报讯（朱晓蒙）近日，
西安市阎良区总工会、阎良区
城投集团联合举办以“岗位
建功勇奉献、同舟共济促发
展”为主题的阎良区“迎十
四运”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劳
动竞赛。
本次竞赛以“送清凉用
品、送健康体检、送安全资
料，比工程进度、比完成质
量、比安全生产”三送三比
为主要内容，下设 8 个分赛场
同时进行较量，在竞赛中提
高技能，培育工匠，让劳动
竞赛再上新台阶。
在竞赛启动仪式上，阎
良区城投集团代表宣读了《重
点工程建设项目劳动竞赛实
施方案》，明确了 竞 赛 时 间 、
目 标 等 ，表 明 了 严 抓 共 管 的
决 心 ，确 保 顺 利 完 成 建 设 任
务 ；为 参 与 劳 动 竞 赛 活 动 的
项目和工友代表发放冰红
茶、绿 豆、毛 巾、香皂、花露水
等防暑降温用品 500 份及 100
名 健 康 体 检 名 额 。并现场为
参赛单位及职工发放 《安全
生产法》《职业病防治》《进
城务工人员须知》 等相关资
料 300 余份。

阎良举办﹃三送三比﹄劳动竞赛

近日，中铁十二局集团一公司郑万五分部工会通过线上筹款平台、群内募集
及线下捐款等方式，筹集善款 1.89 万元，为陪母就医职工提供爱心助力。图为职
工代表到医院慰问病人。
□刘国清 王婉 摄

近日，华阴市水务局工会深入党建工作
联系点进行调研走访，开展“五个一”共建和
慰问送清凉活动。叮嘱一线工作人员，注意
高温环境下的自我防护，切实做好防暑降温
工作。
□雷华伟 武晶晶 摄

近日，汉中市汉台区总工会对奋战在高温
一线的职工进行了集中走访慰问，
为他们送去
了夏季防暑降温物品，
把党委政府及工会组织
的关怀送到职工心中。
□余建军 摄

■工会动态■

咸阳市秦都区总工会

雁塔区总工会

“清凉大礼包”送给一线工作者

开展
“送书”进基层活动

近日，由榆林市总工会主办的榆林服装企业
首届技术比武大赛启动。
大赛通过技术比武，全面深入开展岗位练兵
活动，在全产业形成尊重劳动、崇尚科学、崇尚技
能的良好氛围，努力打造一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的高素质职工队伍。
□窦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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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丝凉意入心田
工会关怀暖人心

打造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新亮点
力很大，职工工资待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这些因素在协商时都被考虑进去。
此外，指导社区工会联合会拟定详实
的协商条款，在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
休假、劳动安全与卫生、女职工特殊保护、
职业技能培训、奖惩、变更和解除集体合同
的程序、违反集体合同的责任等方面做到
不缺项、不漏项，并充分沟通协调，约定好
双方谈判的时间、地点，确定双方代表的人
数和结构，保障谈判顺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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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西安市莲湖区北关街道总工会

近年来，西安市莲湖区北关街道总工
会在开展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中，
不断摸索
总结经验，
优化协商过程，
规范谈判流程，
采
取事前引导、事中监管、事后跟踪的全过程
把控方式，推进集体协商不断取得新成效，
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集体协商亮点。

校对：桂 璐

本报讯（孟锦）近日，西安市雁塔区总工会集中开
展了
“送书进企业、送书进社区、送书进基层”
活动，为陕西
光大药业有限公司、雁塔区人民法院等 7 家雁塔区“职
工书屋”送去 1000 多册图书及资料。图书涵盖政策法
规、文化历史、人文科技、电子信息、社会管理、心理
咨询等 8 大类 50 多种。
该区总工会按照全国、省、市、区级“职工书屋”
创建目标和要求，紧抓“职工书屋”这一有效载体，努
力为职工搭建学习平台，大力推进“职工书屋”创建工
作，目前，全区已建成全国、省、市、区级职工书屋示
范点 49 家，其中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 3 家、省级职工书
屋示范点 3 家、市级职工书屋示范点 8 家、区级职工书屋
示范点 35 家。累计为职工书屋配送书籍资料 10000 多
册 ，价值 10 余万元。
全区职工书屋积极开展“书香雁塔”
“快乐读书”分
享会、交流会、读书讲座等活动，激发广大职工学习热
情，进一步活跃和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多角度引导职工
激情工作、快乐生活。

近日，
中铁一局五公司工会为进一步弘扬劳
模精神，
掀起向劳模学习热潮，
组织工作人员看望
慰问了已退休的公司员工、
全国劳动模范曹献金，
深入了解他的生活状况，
并代表公司向他致以亲
切问候和美好祝愿。
□张旭升 黄程程 摄

本报讯（李瑛 刘乐）近日，咸阳市秦都
区总工会在全区开展以“关爱职工送清凉，追
赶超越谱新篇”
为主题的送清凉活动。
在活动过程中，秦都区总工会围绕夏季
安全生产、疫情防控、防暑降温、高温劳动防
护、职工生产生活环境、饮食卫生状况等内
容，重点走访慰问高温作业车间、建筑施工工
地、环卫工人、交警、抗疫一线人员及脱贫攻
坚优秀工作者，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合理调整
作息时间，注意防暑降温和安全生产，防止疲
劳作业。
据悉，此次活动共走访慰问辖区内 9 个街
办环卫工人、5 个建筑施工工地、10 个高温作
业企业单位、180 名抗疫一线人员及脱贫攻坚
优秀工作者，为他们送去绿豆、白糖、口罩、洗
手液和扶贫产品清凉大礼包等价值 15 万元的
防暑降温物品。

《陕西省志·工会志（1992～2010 年）》概述

【连载②】

二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首要的是维护职工的
劳动经济权益。1992～2010 年，省总工会和
各级工会重点从推进职工维护权益机制建
设、职工生活保障、职工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等
方面开展工作。
1992 年 4 月第二部《工会法》颁布，1994
年 7 月《劳动法》颁布，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
国劳动立法的进程，
为工会推进职工权益维护
机制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1995 年省总工会
和各级工会贯彻全国总工会提出的工会工作
总体思路，以贯彻实施《劳动法》为契机，突出
工会的维护职能，
重点推动企业建立平等协商
和集体合同制度。省总工会与省劳动厅共同
在陕西金牛股份有限公司等不同类型的七家
企业进行订集体合同试点，
总结推广澄城县总
工会以建立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为重
点带到工会各项工作的经验，
交流推广西安铁
路分局、西安电机厂、西安华山机械厂、西安变
压器厂、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等企业通过平等

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经验。1996 年 8 月省总
工会与省劳动厅、省经贸委联合颁布《陕西省
企业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试行办法》。陕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省人大常委
会）2001 年 9 月颁布《陕西省企业集体合同条
例》，
省总工会在条例的起草、论证和审议通过
中做了重要工作。到 2001 年年底，
全省建立平
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的企业 6000 多家。这一
时期工会其他维权机制建设也有发展。1996
年 12 月陕西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成
立。至 2000 年，
全省建立各级工会劳动法律监
督委员会 1858 个，2564 个企业建立由工会代
表担任主任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参加各级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工会代表 366 人。
2001 年 10 月新修改的《工会法》颁布，明
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
责”。2002 年成为陕西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建
设的重要一年。经省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
（简称省政府）同意，2002 年 6 月，陕西省劳动
关系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省总工会与省
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经贸委、省企业管理协
会联合召开全省劳动关系协调工作会议，提
出进一步加强劳动关系协调工作的意见。省

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积极宣传和推动实施《工
会法》，贯彻全省劳动关系协调工作会议精
神，工会维权机制建设得到全面发展。2002
年 11 月陕西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建
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至 2010 年，省劳动关
系三方会议共召开九次会议，重点协商讨论
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协调、推进劳动
合同集体合同和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专项集
体合同制度建设、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
业和工业园区活动等问题，同时推动三方协
商机制向市县延伸。全省企业平等协商和集
体合同制度进一步发展，主要标志是把工资
集体协商作为重点和切入点，依托劳动关系
三方机制和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合力推
进。尤其是省总工会在 2007～2010 年召开的
省政府和省总工会四次联席会议上，连续就
完善企业工资制度建设、提高企业职工工资
收入水平提出议题，经过会议讨论达成共识，
对推动全省初步形成政府主导的企业工资集
体协商机制起到重要作用。全省工会积极推
进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建立工资集体协
商指导员队伍，推出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等典型经验。2010 年，全省共签订工资专项

集体合同 13382 份，覆盖企业 17005 户，覆盖
职工 147 万人；签订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
合同或作为集体合同附件 20l36 份，覆盖企业
28426 户，受益女职工 138 万人。工会参与劳
动争议处理工作思路进一步明晰，机制进一
步完善。工会在参与处理企业群体性事件
（多数属集体劳动争议）过程中，尤其是 2004
年省总工会在参与处理咸阳华润纺织有限公
司因企业改制中违背《劳动法》和有关政策规
定、引发劳动合同纠纷而发生职工罢工静坐
事件中，深入职工中间做工作，疏导职工情
绪，表达职工诉求，把推进改革、维护稳定与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统一起来。针对陕西发生
的几起当职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时，
竟由工会主席代表企事业单位行政与职工对
簿公堂的事件，2006 年 9 月省总工会发出通知
要求坚决杜绝此类事件。2008 年 5 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简称《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施行后陕西劳动争议调解
组织得到发展，2010 年全省建立企业劳动争
议调解委员会 13696 个，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中职工代表（工会成员）21645 人。建立工会
劳动法律监督员队伍，加强工会劳动法律监

督工作。根据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关于加强劳动监察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相
互协调配合工作的精神，省总工会与省劳动
和社会保障厅于 2002 年、2003 年两年共同培
训、联合发证，组织起 399 人的工会劳动保障
法律监督员队伍。2007 年下半年，针对《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劳 动 合 同 法》
（简 称《劳 动 合 同
法》）颁布后一些用人单位采取要求职工辞
职、重签劳动合同或转为劳务合同等形式，违
犯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和规避即将施行的《劳
动合同法》的问题，省总工会和各级工会及时
进行劳动法律监督，要求用人单位予以纠正，
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处理的意见，特别
是省总工会通过媒体对咸阳电信分公司的此
类行为公开曝光，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工会信访和法律援助成为工会维权新平台。
2002 年 9 月省总工会把信访工作业务移入新
成立的困难职工援助中心，2003 年 6 月省总工
会职工法律服务中心暨陕西省法律援助中心
省总工会工作部成立，职工信访、政策咨询、
心理疏导、法律援助融为一体，在全省率先迈
出信访工作法制化步伐。
（撰稿：
陈一民 董雅芳 陈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