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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职工权利，听取职工意
见，过去一直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法宝。然
而，随着国有企业转制，民营企业
崛起，昔日的这个传统和法宝在很
多企业渐行渐远，连一年一次的职
代会也只剩下一个“壳体”，甚至完
全消失。职工没有了主人翁意识，
多的是“打工者”的角色；老板因为

“企业是我的，我说了算”，很少征
求、听取职工意见，一旦职工“多
事”，就让职工走人。久而久之，企
业形不成凝聚力。

企 业 产 品 是 要 靠 职 工 生 产
的，职工有困难没人帮助解决，
有怨气没有地方诉说，最终就会
反映到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上，
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随着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经营者素
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
到了企业和职工相向而行的重要
性，重拾“听取职工意见”的法
宝，并且尝到了甜头。宁海的

“职工说事”，尽管形式不同，但
本质是相同的。

在我看来，“职工说事”要坚

持下去，并且有成效，有两点是
很重要的。一是要真心实意地倾
听，哪怕职工群众是来“唠叨”
的，哪怕反映的问题、提的要求
一时解决不了，也要耐心仔细地
倾听，始终让职工感受到企业领
导是认真的，自己的说事内容是
很重要、受重视的；对个别不善
言辞的职工，企业领导应积极鼓
励其敞开心扉，先从一些轻松的话
题开始，营造一个良好的沟通氛
围，让职工敢说话、说真话，这样
职工才会愿意来“说事”。如果企
业领导只是敷衍一下，或是不耐烦
地打发了事，“职工说事”就会成为
形式上的存在。二是对职工说的事
要有回应。如果职工说的事久久没
有回应，毫无疑问会影响职工“说
事”的积极性。职工提的问题、建
议，无论解决与否，采纳不采纳，都
要及时做好解释工作，这也是“职
工说事”取得成效的保证。

善于倾听职工说事，学会走
群众路线，这才是聪明的企业
家、聪明的企业管理者。

（李国民）

善于倾听职工说事

“职工说事”的快速成长，让
作为这一项目设计人的胡陈乡总
工会主席叶枝茂“既在意料之
中，又在意料之外”。叶枝茂告诉
记者，胡陈乡总工会下设 20个基
层工会，工会会员总数只有 700
多人，“当时觉得，辖区内工业基
础薄弱，职工人数少，只有创新
才是做好工会工作的唯一出路”。

在对辖区的企业和职工进行
深入调研后，叶枝茂发现，不少
职工和管理层之间存在隔阂，职
工常常会有“烦恼没处说”的感
觉，而企业工会对职工往往也处
于“不了解、不清楚”的状态。怎样
使这些“摩擦力”变为“凝聚力”？叶
枝茂和同事们想到了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有事多商量”。决定完善

“职工商”这样一个劳资双方的日
常交流平台，在“职工之家”和

“联合工会”等固定载体上推进。
这正是“职工说事”平台的前身
和雏形。

不 久 后 ， 升 级 为 “ 职 工 说
事”的平台走进了当地企业。胡
陈乡总工会通过在企业开辟专门
的工作室，由企业的工会主席担
任室长，认真倾听职工在工作、
生活乃至情感上碰到的烦恼。分
类建档，做到简单事项马上办、
一般事项商讨速议办、重大事项
联席会议办、特殊事项灵活专议
办，确保能够尽快解决职工反映
的问题。这一工作推行至今，当
地办理了简单事项 78项、一般事
项 15 项、重大事项 2 项、特殊事
项1项。

除了在当地不少企业发挥效
能，“职工说事”还不断向其他行
业延伸。当地乡工会以基层农合
联现代农业服务中心为基点，成
立胡陈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
工会，帮助加入工会组织的农民
解决生活困难以及农产品销售、
保险等难题，受到了诸多工会会
员的好评。

制度推动企业职工相向而行

有想法有诉求有点子,统统可以“说出来”

职工说事:
让“摩擦力”变为“凝聚力”
记者 周琼 通讯员 王志勇 王頔

今年以来，在宁海县部分规上
企业，细心的职工会发现，企业里
多了一个专门的“职工说事”工作
室，企业有关负责人会定时定点等
着职工上门“说事”。职工参与企
业民主管理的渠道，正从以往一年
一次的职代会交流，演变为日常化
和实时化的劳资双方沟通。

职工来说“事”，是不是会有
人接“事”？职工来“说事”，会
不会变成企业给自己“找事”？这

些曾存在于职工和企业双方的顾
虑，在经历一桩桩、一件件大事
小事后，正逐渐演变成双方对这
一平台的共同信心。

在宁海县胡陈乡萌芽的“职工
说事”，如今不仅在宁海全域推
广，还引来了不少区域工会和企业
工会的争相效仿。习惯于“一言
堂”的企业家和总是“看老板脸
色”的员工，究竟是如何在这个平
台上实现利益共赢的呢？

近日一早，宁波润禾高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环部经理童时
军和同事一起，搭上公司厂车去上
班。“50 万元的厂车，就是我们

‘说’回来的福利。”童时军笑着告
诉记者。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是宁海胡陈乡的一家企业。
去年上半年，在当地总工会的推进
下，润禾成为“职工说事”的首家
试点企业。工作室成立不久，公司
工会主席刘丁平就接到了这样一条
诉求：公司地址位于胡陈乡，距离
宁海县城有近 20 公里，一些骑电
动自行车上班的员工，路上单程就
得一个小时，住得远一些的人，早
上 5点多起床出门，才能勉强不迟
到。长此以往，员工心中有些怨
气，而此前，高层并没有注意到这
一情况。得知了员工们的想法和需
求，公司管理层立刻安排近 50 万
元资金，购置大巴，专门用于接送
员工，解决城区员工到厂区上下班
的出行难问题。坐上崭新的大巴
后，不少员工欢欣鼓舞。更让企业
负责人预料不到的是，方便了员工
的上下班，不但提高了员工出勤
率，还解决了企业招工难的问题，
一辆大巴换来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

“双赢”。
在得力集团，通过“职工说

事”，采购部员工李红敏放下了一
块心头大石。38 岁的李红敏独自
在宁海打拼，平时住在公司的双
人间宿舍，这当儿放暑假，河北
老家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儿子要
来探望他。周围问了一大圈，房
屋都是 3 个月起租，而且房租也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李红敏为此

发愁不已。前些天，他试着来到
公司“职工说事”工作室，和工
会主席严亚飞聊了这事。难题当
场就解决了：公司为他调配了两
个 30 多平方米、紧挨着的单间，
方便他在暑假期间接待来探亲的
家人，令李红敏感动不已。

住在和溪园员工宿舍区的不少
得力集团研发部门员工，也通过

“说事”感受到了便利：此前四五百
号员工从宿舍区到厂区，需要步行
近 20 分钟。“说事”后，公司行政部
门想方设法，和当地交通部门进行
衔接，并最终促成了公交线路的延
伸。“在小区门口乘上 107 路公交
车，三四分钟就能到厂门口。”公司
员工沈佳晖这样告诉记者。

职工去说“事”，最担心的就
是说出去的“事”究竟会不会有回
音。宁海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周平
永告诉记者，针对职工们的这一顾
虑，在引导企业工会开展“职工说
事”时，当地工会进行了专门的指
导：“职工说事”工作室企业工会
干部在接待并记录好诉求后，属于
工会职能范围内的事项，当场或 5
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解决；非工会
职能范围内的事项，工会要积极与
相关职能部门联系、沟通和协调，
尽可能当场给予答复。若无法当场
答复的，应及时转办督办，并在 7
个工作日内作出回复。

“‘职工说事’的工作制度将
主要围绕问事、说事、办事、评事
4 个环节，做到勤于向职工问事，
善于倾听职工说事，敢于为职工办
事，乐于接受职工评事。把职工满
不满意、赞不赞同，作为办事成效
的检验标准。”周平永这样说。

“难题”化作“感动”

拿出专门场地，设立专项制
度，鼓励职工“说事”，会不会变
成企业给自己“找事”？这也是这
一制度推进之初不少企业负责人的
顾虑。

最早开展“职工说事”制度的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和如今正积极推进这一制度的得
力集团对此很有发言权。

“之前，职工有些心声，企业
的确不容易听到。如今，通过这个

平台，职工心平了，气顺了，工作
也更努力了。”在润禾，刘丁平
说，“职工说事”工作室开设之
初，职工们的确提出了不少的实际
困难，公司方面也努力进行解决。
工作室开设一段时间后，吐槽的员
工少了，提点子出主意的多了，这
个平台意外地成了企业收集提高效
率“金点子”的重要路径。

刘丁平告诉记者，三车间一个
冷却流程，以前需要 5小时。去年

“问题”变成“点子”

搭建劳资双方常态化交流，
鼓励员工积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
的“胡陈探索”，很快受到诸多
关注。不少区域工会和企业工会
来到当地交流学习，并将这一模
式带回本地。今年年初，宁海县
总工会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推进

“职工说事”工作，更好地组织
和服务职工。记者了解到，宁海
县总工会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在
当地五星级活力基层工会，全部
建立“职工说事”工作室；至
2021 年年底，规模以上企业工会
全部建立“职工说事”工作室。

“工会发挥的桥梁纽带作用，不仅
仅是开展文体活动，还要关注职
工生活，疏导化解他们的压力，

鼓励职工和企业相向而行，引导
形成‘企业履责，一枝一叶总关
情；职工尽职，我的企业我的
家’的共赢局面。”当地总工会相
关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当地的“职工
说事”工作室集“说事、问事、
办事、评事”为一体，通过说事
热线、说事信箱、工作室接待
日，一对一谈心，心贴心交流，
实打实解决问题。同时，搭建 24
小时线上线下说事平台，发放工
会联系卡，线上线下结合。据
悉，在今年下半年，宁波市总工
会将在宁海召开“职工说事”工
作制度现场推进会，在全市范围
内推广这一制度。

“胡陈探索”受到关注

8 月，在车间工作了七八年的一
线员工陈建提出，是不是可以加
一个冷凝器，把冷却时间缩短？
经公司工程师精密测算后认定该
建议可行。当年 9 月，公司购买
了设备，10 月就安装上马。2 万
多元一台的冷凝器，使以前需要
5 小时的冷却时间减少到了 2 小
时，仅耗电一项每天就节约成本
1700元，更不要说人工费用了。

在得力集团，类似的情况也
在不断发生。严亚飞说，半年
来，在“职工说事”工作室内，
经职工们提出并记录在案的共有
83 件事，除了民生需求、心理咨
询等，83 件事超过一半是管理创
新和技术改进的好主意。

在得力文具技术部，工人小
金发现，在订书机的一个生产流
程中，流水线上原本的 5 人操作
法可以通过精益生产，改为 4 人

操作，既节约人力成本，还能提
高生产效率。这一提议在经过验
证后已迅速进入实操改善阶段。
业务一科的员工小王同样是一个
细心人，通过“职工说事”平
台，他大胆说出了自己和客户接
触时的所思所想。一位在得力年采
购额近 1800 万美元的大客户，一
直要求产品以展示盒形式进行包
装，以往得力的产品是通过展示盒
加五面上盖的方式进行包装，小王
研究后认为，采取蚂蚁线可撕箱包
装形式的话，到店就可以直接撕出
展示盒造型，既满足了客户需
求，又节约了包装成本。

“这样的事情在得力不胜枚
举，在我们给员工更多关爱的同
时，也激发了他们更多的工作激
情，达到了企业和员工的合作共
赢。”多年从事企业工会工作的严
亚飞这样说。

周琼 王頔 制图

““职工说事职工说事””工作室已成为不工作室已成为不
少职工诉心声少职工诉心声、、出点子的重要渠出点子的重要渠
道道。。 （周琼 王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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