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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身处地为职工着想

在关爱员工方面，徐锡治总是
设身处地为职工着想，是广大职工
值得信赖的“娘家人”。在职工过生
日时，他亲自送上生日蛋糕和祝
福；在职工结婚、生子时送上祝福
慰问品；在职工生病住院或亲属去
世时，他总能第一时间前去探望慰
问，让职工感受到温暖和关爱。

“职工的事情没小事，全是大
事儿。”徐锡治说。去年，车间职工
刘建(化名)的孩子不幸得了罕见

病，这对于一个本就不富裕的农村
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刘建
和公司工会反映情况后，徐锡治立
刻从各个层面想办法。“当时我们
工会给他进行了救济，组织同事们
进行募捐，为刘建解决了一部分治
疗费用，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徐锡
治告诉记者。

为了保证刘建的经济来源并
确保他有一定的时间照顾孩子，徐
锡治协调公司人事，为刘建调整了
工作岗位。“作为工会干部，就要在
职工有需求、有困难的时候尽全力
去帮助，设身处地为职工着想，让
职工有一种受尊重、受关爱的自豪
感。”

此后，刘建工作更加努力，主
动加强自己的技能提升，很快成为
车间的技术骨干。徐锡治认为，这
是一个良性循环。“职工遇到事儿
愿意到工会来，在得到关心后，更
加提高了自己的积极性，自己的发
展也越来越好，这是我们工会干部
最想看到的。”

看似是琐碎的小事儿，但怎么
做，做到什么程度，徐锡治始终在
为此努力。2019年，受台风“利奇马”
影响，职工宿舍区百余户遭受水涝
灾害，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帮助受
灾职工解决困难，并做好灾后慰问
工作。他用行动诠释了一个“娘家
人”的使命担当。

职工每个建议
年底监督完成

衣、食、住、行，在山东北方现
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职工的大事
小情都不会被忽略，而是被写进每
年的职代会工作报告中。“只要职

工提出建议，我们就上职代会审
议，年底大家一块监督完成。这样
每年解决几件事，把我们的制度逐
渐完善起来。”徐锡治告诉记者。

近年来，他主动与行政部门协
商沟通，创建了职工之家、修缮了职
工活动球场，为丰富广大职工的业
余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重新
开设了职工餐厅，解决了职工就餐
困难问题；在厂区统一安装了太阳
能路灯，为夜班职工上下班提供安
全保障；引进净水设备为职工提供
了安全的饮用水；对班组休息室进
行了改造，配备了办公桌、椅子和文
件柜，逐步完善了班组园地、班组安
全文化墙，改善了一线职工的休息
环境；为一线职工发放冬季工作棉
服，不断提高劳保用品配备标准。

桩桩件件，保证落地实施。徐
锡治把“为职工做实事”当作工会
的工作理念之一。他介绍，今年，还
有一件为职工办的“大事儿”：推动
公司建立企业年金。“这件事我们
也在职代会上讨论过，准备为职工
们缴纳企业年金，这样在退休后，
他们的收入能多一些。”此外，公司
工会还提出提高一线职工的工资
收入，争取一线职工的收入能得到
10%的增长。

设立创新平台
促全员创新

创新创效是公司深化改革发
展的不竭动力。徐锡治坚持从实际
出发，充分发挥工会助推作用，广
泛开展职工合理化建议、技能培
训、技术比武、创新竞赛等活动，使
创新意识融入职工的思想，引领职
工立足本职提升本领。

记者了解到，徐锡治引导广大
职工运用创新竞赛、合理化建议、
总经理创新等形式，立足岗位献计
献策，营造良好的创新活动氛围。

“怎么形成更大的平台来促进全民
创新，这也是我们工会重视的一项
工作。”徐锡治说。

创建创新工作站和创新工作
室就是成果之一。在公司的职工之
家，记者看到，3个创新工作室展现
在墙上。“要让它存在于职工看得
见的地方，实实在在用得着。”徐锡
治说。两项工作充分调动了职工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筹建期间，他多
次到创新工作室与相关人员现场
交流，给出指导意见，不断健全工
作室制度、工作流程以及考核方
案，真正让创新工作室成为打造工
匠式人才和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职工坚实有力的创新平台。

从对工会工作定位的认识到
为职工服务的点点滴滴；从为职工
解决实际困难到普遍提高一线职
工的收入水平；从改善职工的工
作、生活条件到关心职工的身心健
康；从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到

“创新工作室”的建立、搭建职工成
长平台。一件件，一桩桩，看似琐碎
的小事，其实都是关乎职工切身利
益的大事。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有
的只是徐锡治“情系职工、真诚服
务”的那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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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职工

信赖的“温馨之家”

记者了解到，山东临工在
1972年建厂初期就成立了工会组
织，目前公司工会下设20个基层
分会，职工全部入会。“建设职工
信赖的‘温馨之家’，不断提高职
工的满意度和归属感，这是我们
工会的重点工作。”公司工会主席
周维升告诉记者。

公司工会与行政积极协商，
为全体员工足额及时缴纳“五险
一金”，养老、医疗保险中应由职

工个人承担的部分，也全部由公
司代为缴纳。工会着力改善工作
环境，强化人文关怀，为生产班组
员工配备洗衣机，为职工宿舍安
装空调；生产旺季发放牛奶、饮
料，重要节假日发放过节物品，坚
持实施“红娘奖”、生日蛋糕、结婚
贺礼等一系列温暖人心的措施制
度。

此外，工会重视困难职工帮
扶和爱心救助工作，按照“精准帮
扶”的原则，建立了困难职工花名
册，形成了三级帮扶救助体系。

“一是建立职工互助基金会，解决
大病职工后顾之忧；二是对遇到
重大困难的员工，组织开展爱心
捐助活动；三是重要节日走访慰
问，让困难职工感受到临工大家
庭的关怀和温暖。”周维升说。

在临工公司，凡涉及职工切
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均经职工代
表大会审议，使职工的知情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得到有效落实。周
维升介绍，每两个月一次的基层
工会主席例会制度，是职工表达
诉求、参与管理的重要载体，临工
已经坚持了十几年，在完善民主
管理渠道、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通过设
立工会主席接待日、开通OA合理
化建议征集平台、建立基层工会
主任微信群等渠道，随时随地倾
听职工诉求，做到呼有所应、诉有
所解，搭建了互利双赢的沟通协
商平台。

建设职工

信赖的“创新之家”

创新引领发展。公司工会总
结多年来职工技改创新的经验做
法，形成了“一全二创三结合”创
新管理模式。“一全”即全员参与，

“二创”即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
“三结合”即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生产人员相结合,实现“1+1+1>3”
的效果。

在此模式的促进下，职工创
新热情全面激发，涌现出一大批
技改创新能手，省级劳模创新工
作室2个，市级劳模创新工作室5
个，市级以上技术能手15名。全国
劳动模范、设备动力部维修电工
邱峰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他
带领劳模创新工作室团队自主完
成了一百多个技改创新项目，其
中AGV项目荣获国家专利，被评
为山东省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一等
奖。他本人被授予“国家级技能大
师”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

周维升告诉记者，建立“五级
五通道”员工职业生涯发展模式，
为员工职业发展和技能提升提供
广阔平台。公司工会以“当好主人
翁、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积极开
展劳动竞赛和岗位练兵，将技能
比武、技能培养、技能鉴定结合起
来，一线职工可以评聘高级技师、
技师、高级工等职称，极大调动了
职工提升自身专业技能的积极
性，涌现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马恒良、全国技术能手刘敬
鹏等一大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人才。

“管理、技术、生产三个模块
相互结合、职责融合，为共同的目
标协同推进。”周维升说，技术创

新提议、项目立项、人力物力支
持、项目落地转化成产能或产业，
系统支撑加上平台支撑，才能实
现“1+1+1>3”的效果。

建设职工

信赖的“文化之家”

公司工会高度重视职工文化
建设，形成了以“文化艺术节”和

“职工家庭日”为代表的特色职
工文化活动品牌。“文化艺术节”
通过书画摄影展、演讲比赛、征
文比赛等活动，激发员工昂扬向
上的正能量。“职工家庭日”通
过职工家属参观生产厂区、职工
子女才艺比赛等活动，展示公司
发展成就，激发职工家属自豪
感。迎新春文艺演出、劳模座谈
会、职工运动会等活动，进一步
丰富了职工文化生活，增强了企
业凝聚力。

公司工会投资1000万元建设
了职工活动中心，设有职工书屋、
电教中心、演艺厅、健身室、足球
场、篮球场等活动场所，并配备了
完善的器材设施，最大限度地满
足了职工文体活动需要，其中职
工书屋荣获2018年“中华职工书
屋”称号。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不断提高职工的满意度和归属感

山东北方现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徐锡治：

“职工的事情没小事，全是大事儿”

聊起山东临工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的“一全二
创三结合”创新管理模
式，公司装载机事业部总
装一车间二级高级技师
朱建华直言有收获感、有
成就感，这是公司工会多
年来促进职工技改创新
的成果。公司工会以创建
职工信赖的职工之家为
目标，奏响了职工满意与
企业发展和谐双赢的美
丽音符，促进了企业健康
稳定发展。山东临工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被省总工会选树为2019
年全省“十佳职工信赖的
职工之家。”

“促企业发展，保职工权
益。”在山东北方现代化学工
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徐锡治
看来，企业发展和职工的关
系密不可分，如何让职工在
公司感觉就像在家一样，是
他作为工会主席一直考虑的
问题。被省总工会选树为2019
年全省“十佳职工信赖的娘
家人”，徐锡治可谓实至名
归。作为职工的“娘家人”，他
为职工做了哪些好事儿？近
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走进山东北方现代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听徐锡治讲那些

“情系职工、真诚服务”的“职
工大事儿”。

徐锡治为职工送清凉。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工会大力促进职工技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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