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烹制一道餐饮职工独有的“创新菜”
南东工会打造行业职工集合孵化场取得成效

■劳动报记者 黄嘉慧

中环集团多方协力
让职工智慧“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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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对于小二级工会建

设而言， 行业工会联合会建设是
其中的难点，而在众多的行业中，
餐饮行业因为呈现小而散、 职工
流动性强的特点， 因此餐饮行业
的组建工作也是在推进小二级工

会建设中的最大难点之一。
而在南东街道内，街道总工会

不仅成立了社区餐饮行业工会联

合会，在组织上覆盖了 7家独立工
会，推动餐饮企业建会 59家，覆盖
千余名会员，同时运用“三函法”、
民主协商管理制等方式激活运

作， 真正发挥行业工会集合餐饮
企业，孵化餐饮职工精英的作用。

三函法
唤醒“僵尸工会”

位于街道中区广场内的顺风

餐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是南东

街道内为数不多建立工会的餐饮

企业， 在街道总工会举办的活动
中屡现该企业职工的身影。 然而
由于前经营者对于工会组织的认

识薄弱，导致该家企业有 14 年的
工会经费从未上缴， 本级工会基
本处于停运状态， 南东工会的干
部上门沟通多次，也未有成效。

2017年，由于企业新注册设立
了上海顺风餐饮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主动向街道总工会申请变更工
会组织名称。 事实上，该企业并非
是同一法人组织的名称变更 ，而
是适应企业发展而新登记设立的

另一个法人单位， 经审核不具备
工会组织名称变更的条件。 因此
街道总工会的工会干部多次上门

与企业沟通， 要求企业依法新建

工会组织。 由于企业先前有工会
组织的基础， 同时企业新的法人
代表对于工会组织也有一定认

可， 因此同意配合街道总工会完
成新工会组织建立工作。 新企业
工会组织的建立推动了工会经费

的收缴，“我们屡次上门主要是为
了告诉他们工会经费收缴的重要

性，只有收缴了工会经费，才能让
整个企业的工会组织转起来。 ”

街道总工会在长期沟通后 ，
借助律师函、催缴函、约见函“三
函法”形式，把依法收缴工会经费
作为突破口， 在顺风餐饮工会中
实现了工会经费收缴 “零突破”，

更令人惊喜的是，3 家门店职工会
员入会踊跃， 农民工会员均暂按
每月 10 元的标准交纳会费。

餐饮行业职代会
为职工涨工资发声

在餐饮企业内， 最常见的劳
动争议要数“欠薪”。 究其原因，餐
饮行业流动率高， 行业职工文化
水平不高， 导致员工不敢也不会
与企业老板“谈工资 ”，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 南东工
会探索建立了餐饮行业职代会的

民主管理制度，从职工代表公示、
企业工资标准备案、签订附有“1+
4+X”条款的集体合同等方式，以
“以上代下”的协商机制，推动社
区餐饮企业集体协商制度， 从源
头解决餐饮企业职工不敢谈 、不
肯谈、不会谈的窘境。

如今，在南东辖区内的餐饮企
业职工最期待的是每年 6月的“要
约活动月”。 因为由街道总工会指
导、街道社区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
主持的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要

约行动，成为他们“涨工资”的又一
重要平台。 “街道工会会根据我们
企业内不同职工的岗位、工龄、技

术能力等，细分为 15种以上，并且
根据我们企业年均营业额增长比

例，以低、中、高渐进方式为每名职
工制定工资增长方案。 ”古象大酒
店工会主席杨洁告诉劳动报记者，
由行业工会联合会出面，既能从企
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制定依法合规
的集体合同，同时也确确实实保障
了企业职工的权益，帮助他们实现
工资逐年增加。

工会联合会
好厨师的孵化基地

当工夫茶淋上川菜， 当鸡肉
与鸡蛋组成一道“金鸡报晓”……
一道道超出想象的创意菜品出现

在南东餐饮冷菜技艺竞赛上 ，辖
区内餐饮企业的“厨艺大师”拿出
看家本领。 而这类劳动竞赛早已
不是第一次在南东街道内举办。

据了解，从 2013 年，街道总工
会针对各餐饮企业特点各异的实

际情况，有的放矢地组织一系列餐
饮企业职工建功立业的主题活动，
激活职工参与活动的热情。同时，
最受职工欢迎的南东餐饮行业烹

饪技能展示赛也选拔了数名南东

“首席职工”，由社区街道行业工会
联合会与餐饮企业工会联合孵化，
培育他们成为餐饮业内的佼佼者，
培养造就一支“有智慧、有技术、会
创新”的餐饮职工技能队伍。

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既成了

行业工会会员的“娘家 ”，又是每
一名餐饮企业职工的 “孵化基
地”，加强了社区餐饮企业之间的
横向联动与合作， 为职工们提供
了一个可以尽情畅怀交流的平

台， 大大增强了行业工会的凝聚
力和企业的向心力， 促进了南东
街道内非公企业的和谐发展。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郭翼

飞）近日，中环集团工会评选出一
批凝聚职工智慧的 “金点子”，内
容包含建设基层特色党建工作

室、成立项目联合工会、形成青年
人才综合培养机制、 组织专业性
“读书文化沙龙”系列活动等。 为
了推动这些 “金点子” 的最终落
地，集团各方协力制定相关措施，
让职工智慧“变现”。

记者了解到， 从今年 4 月开
始，中环集团工会开展了“一计致
胜”金点子征集活动，征集过程中
共收到了来自集团各条线干部职

工的建言献策共 42 条，内容涵盖
党群建设、人力资源、财务管控、
项目管理、资产经营、安全生产等
方面，经过无记名打分，最终评选
出前十名， 这也是中环集团开展
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
活动之一。

为了鼓励职工创新， 推动创
意理念转化为实际成果， 该集团
实行“一对一”跟踪落实。 如职工
刘博源提出， 青年是企业发展的
后备军和有生力量， 为从精神上
鼓励青年、物质上保障青年、在职
业发展中塑造青年， 应形成青年
人才综合培养机制， 畅通青年人
才上升渠道，让能干、肯干、会干
成为一种时尚； 建立弹性化晋升
机制，留住优秀人才。 为此，该集
团正推动建立人才库， 即根据考
核、表现、特长 ，建立分级青年人

才库，不唯学历、资历，注重能力、
潜力。 培养形式上，针对专业岗位
采取日常培训、轮岗锻炼、技能比
赛等形式着重培养； 针对职能岗
位，采取日常培训、轮岗锻炼 、列
席高级别会议等形式促进成长 。
同时完善考核，将自评、部门同事
评、部门负责人评、分管领导评相
结合，年初设定考核值，逐项做减
法。 根据考核结果对照分级人才
库相应调档。

中环集团工会提出的成立项

目联合工会建议，也进入十大“金
点子”之列。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集团对外项目增多,但项目公
司 “小编制” 职工因没有工会组
织， 长期享受不到一些职工基本
福利及保障， 与集团编制职工存
在差异，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 根据当前国企工
会改革的新形势、 新任务、 新要
求，有必要成立项目联合工会，吸
纳会员， 将分散在项目上的职工
凝聚、组织起来，这也将更好地发
挥基层单位的创造性， 充分调动
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切实维护基
层一线职工的合法权益。 目前，普
陀区总工会、 国资工会已经对成
立项目联合工会进行预评估 ，在
组织结构、 经费管理等方面进行
前期指导， 集团工会将根据可操
作性，制订具体实施方案。 据悉，
中环集团工会还计划将“金点子”
征集评选活动长效化。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李轶捷 通讯员 潘正英） 在万祥
工业园区里，不少职工们都曾面
临“出行难”。如今这些烦恼都迎
刃而解。 8 月 1 日起，一条深入
工业园区的便民定班专线正式

投入运营。 在每天早晚高峰时
段，班车往返于园区到书院地铁
站之间， 填补了 “16 号线书院
站-园区-万祥镇”的公交空白。

万祥工业区内入驻企业有

100 多家，园区内有近 6000 名职
工，途经工业区的公交线路不多，

而深入园区内部的路线也没有，
距离园区最近的轨交 16 号书院
站有将近 7.2公里，乘坐公共交通
上下班的职工出行非常不便。

随着大调研大走访工作的深

入，针对“交通不便”的问题，园区
办梳理汇总企业需求，着手寻找相
对安全便捷的交通工具，最终决定
优先考虑新增公交线路的解决方

案。但根据调研统计，工业园区职
工出行大多集中在上下班高峰时

段，其他时段的需求量较少。在暂
时不满足新辟正式公交线路行业

规定要求的情况下， 浦东公交公
司为万祥园区“量身定制”专线。

目前，“万祥工业区定班专线”
班车选用低碳环保车型， 每天上
午、下午各 2 班，路线沿途设置 6
个站点，途径书院地铁站、临港大
道（新三）、万祥镇政府、万航路、万
达路、宏祥北路。 8 月 1日专线投
入运营后广受好评。 园区职工小
陈说：“定班车让上下班轻松不
少，夏天也不用走得满头大汗。 大
调研实实在在地为我们广大职工

解了急难愁。 ”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庄从周）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昨
天公布了系列展演的菜单。集结
旗下 7 家院团倾情参与，“祖国
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系列展演”包括了舞剧《永不消
逝的电波》、话剧《追梦云天》、人
偶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杂技
剧 《战上海》、 滑稽戏 《弄堂里
向》、《东方谐韵———海派滑稽专

场》，以及《祖国颂歌———上海爱

乐乐团原创作品交响音乐会》、

《我和我的祖国———献礼音乐

会》、《“美丽祖国·幸福歌” 席燕
娟独唱音乐会》等在内的 9 部作
品 、30 余场演出将深情唱响祖
国颂歌。 这些 9 月、10 月集中上
演的作品， 也让观众有机会在
“看大戏、游上海”中进一步感受
“红色文化”和“海派文化”。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

骋介绍了这次 70 周年特别系列
展演的具体情况。如舞剧《永不消
逝的电波》、杂技《战上海》等作品
回顾了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

时期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英勇奋斗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30 余场演

出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
宏大主题， 都交上了一份关于
“原创”的答卷。 《永不消逝的电
波》、《追梦云天》、《最后一头战
象》、《战上海》 是演艺集团及所
属院团近一年来打造的原创剧

目，前三部今年代表上海参加了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期间《永
不消逝的电波》还斩获了“文华
大奖”。

原创精品深情唱响“祖国颂”
文广演艺集团为职工开出献礼菜单

大调研为职工解决了通勤烦恼

万祥工业园开通定点班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