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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工会群众性把握工会群众性 做好党的职工群众工作做好党的职工群众工作

刘赞杰，李业文，吴晓瑞，王世玉，刘 磊，刘合生

（山东省总工会，山东 济南 250001）

[摘 要]阶级性与群众性是工会的根本属性。现阶段我国工会的群众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要最大限度地吸收职

工群众自愿加入工会；二是要以切实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为基本职责和根本宗旨；三是要以牢固的群众工作理念为指导；四

是要在工作中突出职工群众的主体地位。新时期加强工会群众性研究，既是夯实党的群众基础的需要，也是发挥工人阶级主

力军作用的需要，还是维护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需要。当前群团组织中存在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脱离群众

的问题，工会组织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主要变现为：工会组织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扩大；工会组织和干部服务职工的意识和能力

有待进一步提高；工会组织的代表性不强，吸纳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职工不够；工作中职工主体地位不够突出，赋予职工的知

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落实不到位。

为了保持和增强工会组织的群众性，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一是凝聚职工群众，加强阵地建设，大力健

全工会基层组织；二是密切联系群众，真正转变作风，充分发挥好工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三是从群众需要出发，最广泛地

代表职工群众意愿，不断提高工会组织为职工群众服务的水平；四是以群众为中心,突出群众主体地位，不断改进提高工会工

作运行机制；五是把握“五型工会”目标，大力加强工会自身建设，着力打造职工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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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指

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最重要的是

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群众性是群团

组织的根本特点。离开了群众性，群团组织就容易

走向官僚化、空壳化。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工会应

更加注重群众性研究，深刻把握工会群众性这一根

本属性，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

一一、、工会组织群众性的内涵工会组织群众性的内涵

群众，指大众[1]，泛指人群。一个组织强调群众

性，在组织构成上，要最大限度地覆盖所组织的群

众；在服务宗旨上，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在工作理

念上，要最广泛地代表本组织群众的意愿；在运行机

制上，要突出群众的主体地位。

工会是劳动关系矛盾的产物。对于工会的产

生，马克思讲的最清楚，他说“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

会力量，而工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工人的

社会力量仅在于他们的数量。然而，数量上的优势

被他们的分散状态所破坏。”[2]工会是工人的阶级联

合，是工人们在与资本对抗中，为克服力量分散的弱

点和工人间的竞争而走向联合的产物。工会组织也

只有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并自觉地进行

活动，从而把最大多数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

来，才会真正有力量。从工会的起源来看，我们可以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群众性是工会的根本属性之一。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

阶级群众组织，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国家

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中

国工会的群众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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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最大限度地吸收职工群众自愿加入进来。

列宁说过：工会始终是工人阶级实现阶级联合的最

广泛的组织，工会的会员构成具有工人阶级范围内

的广泛性。工会并不是个别行业或者个别部门内职

工的组织，它最大限度地团结、联合了广大职工群

众。《中国工会章程》规定：“凡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

业、机关单位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

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

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承认工会章程，都可以加入工

会为会员。”可见，工会要最大限度地吸收工人阶级

的成员加入。当前，我国工会会员人数已达到 2.8

亿，是世界上会员最多的工会组织。在新的形势下，

坚持会员发展的广泛性，最大限度地吸收职工群众

加入，特别是加大农民工和新兴组织人员的入会力

度，扩大工会组织的覆盖面，仍然是我国工会发展的

重要目标。工会会员的广泛性是工会组织群众性内

在要求的体现。

二是以切实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为基本职责

和根本宗旨。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基本职

责是维护工人阶级群众的利益。职工群众是工会组

织的主体，是工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广大会员

和职工群众对工会的信赖和支持是工会最基本的力

量源泉。工会代表广大会员和职工群众的正当利

益，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是工会群众性的核心问

题。如果工会一旦失去代表性，就会失去本阶级群

众，也就不可能有群众性可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工会作为党的群

团组织，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其根本宗旨

就是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服务。《工会法》确定的中

国工会的代表职能、参与职能、教育和组织活动职

能、监督职能和处理劳动争议职能，都体现了维护广

大职工群众的利益，是工会组织群众性在法律上的

具体体现。

三是以牢固的群众工作理念为指导。群众观点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观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指

出的：“工会必须牢记党的重托，不忘工会职责，增强

对职工群众的感情，密切同职工群众的联系，为他们

排忧解难，始终同职工群众心连心。”中国工会始终

强调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切实增强群众工作的本

领,保持与职工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工会工作深深扎

根于职工群众之中。做一切工作都坚持以职工群众

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职工群众的根本利

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各级工会干部心里时

刻装着职工群众，设身处地地为职工群众着想，满腔

热情地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推动涉及职工群众权

益落实,让广大职工群众体面劳动、舒心工作、全面

发展。为职工群众服务、团结引领广大职工跟党走

是党的重托，也是工会工作的核心理念。

四是工作中突出职工群众的主体地位。历史已

经证明，包括广大职工在内的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

大的创造力,是中国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求得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保证。

我国工人阶级同大工业生产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

的代表。它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中锤炼了高度的团

结互助精神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是历史上最先进、

最革命和具有远大前途的阶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所指出的：“必须紧紧

依靠工人阶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党的

十八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必将造福工人阶级，也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

级。”而中国工会是我国工人运动的产物，引导动员

广大职工群众为国家解放、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

贡献。中国工会的力量来自职工群众，一切活动的

开展离不开广大职工的参与。它始终坚持职工群众

主体地位，做一切工作都紧紧依靠职工，坚决相信职

工,发挥职工首创精神，在职工的创造性实践中寻求

工作创新的办法和途径，不断与时俱进，保持和激发

组织的活力。

二二、、加强工会组织群众性研究的重要意义加强工会组织群众性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工会的群众性研究，是夯实党的群众

基础的需要。对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里的工

会的地位，列宁曾鲜明地指出：工会“是一个形式上

非共产党的、灵活的、比较广泛的、极为强大的无产

阶级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取

得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便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这

个机构来实现的。”[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

工作会议上指出，群团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党建立旨在广泛联系各方面群众的群团组织

是帮助党做群众工作的。工会是专门做职工群众工

作的。增强工会的群众性是工会“代表群众利益、维

护职工权益”的职责要求，也是工会发挥“党联系职

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的责任要求。新时期新

阶段，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虽然发生了重大转变，

但人民群众作为时代主体的地位、推动时代发展的

历史作用并没有变。“工会是党联系工人阶级的第一

根主要引带，第一个主要传达机关。”[4]新形势新任

务必然要求工会更加紧密地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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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把党的政策贯彻到职工

群众中，把党的主张变成职工群众的自觉行动，赢得

职工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加强工会的群众性研究，

落实群众性要求必然促使工会干部要更多地走向基

层，走近职工，与职工谈心，与职工交友，与此同时，

更全面地了解职工的工作与生活，更快捷地获悉职

工的矛盾与苦衷，更容易贴近职工的思维空间，感同

身受地把握职工的生存状态，帮助职工群众解决最

关心最现实最迫切的利益问题，吸引职工自觉自愿

地团结在工会组织周围，在工会的引领下坚定不移

地跟党走，切实夯实党的群众基础。

（二）加强工会的群众性研究，是发挥工人阶级

主力军作用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强调，“人民，只有

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依靠民众则一

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

一事无成。”[6]现在，党带领人民正在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的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民群众是力量源泉。越

是艰巨的事业，越是宏伟的目标，越需要发挥好包括

工会在内的群团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好凝

聚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实现我们党确

定的宏伟目标，根本上要靠全体人民的劳动、创造、

奉献。工会是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承担着组织

动员广大职工群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共同奋斗

的重大责任。工会必须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准确把握在党政

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

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发挥作用的主战场，最大

限度地把职工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

充分调动起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

主人翁意识，激发蕴藏在职工群众中的巨大创造力，

凝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磅礴力量，为

实现中国梦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三）加强工会的群众性研究，是维护工人阶级

团结统一的需要。中国工会是伴随中国共产党产生

的，是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工作有

没有生机和活力，工会组织有没有吸引力和凝聚力，

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和统一，关系到工

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发挥。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

和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等打着民主、维

权、宗教、慈善、环保、扶贫等旗号，煽动“独立”、“中

立”，鼓吹“独立工会”、“民间工会”，试图离间工会组

织和广大职工群众的关系，同我们打群众争夺战、攻

心战，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工会

组织肩负着引领广大职工群众跟党走、使之成为党

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的使命，决不能成为西方

那种“独立工会”。工会必须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

场上，深刻把握工会组织群众性要求，多做组织、宣

传、教育、引导职工群众的工作，多做统一思想、凝聚

人心、化解矛盾、增进感情、激发动力的工作。切实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职工满意不满意、工会作用

发挥充分不充分为标尺，努力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

覆盖大量的盲区和“飞地”，形成完善的组织体系，让

基层职工群众随时随地感觉到工会组织的存在。转

变思想观念，强化群众意识，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

作水平，激发工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增强工会组织

的吸引力，成为职工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

知心人、贴心人，维护工人阶级的团结统一。

三三、、当前工会组织存在的群众性不突出的主要当前工会组织存在的群众性不突出的主要

问题问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群团组织中存在的“机关化、

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问题，实质是脱离群众的

问题。工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四化”现象，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工会组织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扩大

一是对新领域新阶层主动调整适应不够，组织

体系尚需完善。面对新领域新阶层人员流动频繁、

分布不断变化、数量逐渐增多的新趋势，工会组织调

整适应不够及时，组织建设相对滞后，没有形成完整

的网络化组织体系。如，农民工工作虽然已列入工

会重要议事日程，不断加大推进力度，但农民工入会

的比例还不够高，主动入会的积极性不够强；在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新领域中，还有尚未覆盖

的盲区和“飞地”。二是工会组织吸引力有待提升。

部分基层工会组织的工作职能发挥不到位，“磁石效

应”不明显，没有让广大职工群众特别是青年职工、

农民工等新兴群体真切感受到加入工会所带来的益

处，向心力不够强。三是组织机构建设与实际工作

不相适应。各级工会组织的机构设置、职能定位、运

行机制相对固定，上下一般粗，难以适应新形势对工

会工作的需要。工作力量分布呈倒金字塔形，基层

组织“薄弱化”，人员、经费不足，县乡工会存在一人

身兼数职的现象。

（二）工会组织和干部服务职工的意识和能力有

待进一步提高

一是群众意识不强。思想上没有把职工当成

333



刘赞杰，李业文，吴晓瑞，王世玉，刘 磊，刘合生：把握工会群众性 做好党的职工群众工作

“自己人”，与职工缺少真诚有效地沟通交流，不能准

确把握职工的诉求。在服务工作落实上存在选择性

作为的现象，立竿见影、容易处理、舆论关注的事情

做得多，长期遗留、难以解决的问题做得少。二是服

务群众的能力不足。服务职工的新体系尚未形成，

基层工会组织因资源有限、经费不足，服务手段单

一。部分工会干部知识水平难以适应服务群众要

求，群众工作经验不足，事业心、进取心不强，得过且

过。三是工作作风不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机关化倾

向。有的制定工作措施大而化之，缺乏针对性、指导

性和可操作性，对工作的督导检查和跟进不到位，导

致有些工作流于形式、没有落地。有些工会干部不

能深入群众，到基层仅仅是搞搞座谈、听听汇报、看

看专栏。

（三）工会组织的代表性不强，吸纳不同层次、不

同领域的职工不够

一是存在重精英轻草根的现象。确定委员、代

表人选和表彰先进时，追求“高大上”，名人、专家较

多，普通职工代表较少。部分工会干部喜欢与知名

人士、上层领导打交道，不愿意同普通职工谈心交朋

友。二是对职工群众所想所盼不了解、不用心，以主

观想象代替群众真实需求。坐在办公室里想方法、

在会议室内定方案、凭影像资料显成效，工作缺乏针

对性，活动不接地气，没有准确把握群众所需所盼。

三是有以点代面的倾向。对职工群众的共性需求和

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缺乏全面了解，有时以个

别先进下属单位代替整个单位，以个别品牌工作代

替全面工作，以服务和维权的个别成功案例来代替

整个工作。

（四）工作中职工主体地位不够突出，赋予职工

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落实不到位

一是职工表达渠道不畅通，参与决策较难。工

会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一线职工较少，企业职

工董事、职工监事安排落实不到位，影响了职工群众

参与决策的力度与深度。职工联系工会组织的渠道

较窄，公布的热线与信访电话很难打进，传统的信函

方式时效性不强。二是吸纳职工参与的力度不够。

组织活动偏重工会内部自我循环，存在热在机关、冷

在基层，热在干部、冷在群众的现象。开展工作有一

定的形式主义倾向，活动只讲数量不求质量，有的缺

乏思想性、教育性。三是工作方式不对路，群众参与

的积极性不高。工作内容、工作方式方法偏于行政

化，较多的用会议动员职工群众、用行政命令来下达

任务、用简报文章来反映成绩、用台账报表来实施检

查。开展工作没有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一直

沿用老套路、老方法，工作没有做到群众心坎里。

上述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会组织有效履行职责，

降低了工会组织对职工群众的动员力、号召力、影响

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党的群团工作的健康发展。

四四、、保持和增强工会组织的群众性保持和增强工会组织的群众性，，进一步加强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

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7]工会组织应该站在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和重要

社会支柱作用，从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

础的政治高度，准确把握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在党

政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切实保持和增强工会

组织的群众性，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群众团结起来、组

织起来、动员起来，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中积极发挥工会作用，为党的群众工作增添力量。

（一）凝聚职工群众，加强阵地建设，大力健全工

会基层组织。工会组织是凝聚职工群众的阵地。长

期以来，中国工会自上而下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组织

体系，目前有基层组织近 280 万个，但随着群众就

业、生活、聚集方式日益多元化，工会组织也面临着

覆盖不到、不全的问题，致使不少基层职工群众感觉

不到工会组织的存在。列宁针对工会组织建设鲜明

指出：“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8]保持

和增强工会组织的群众性，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的工会工作，必须大力健全工会基层组织，始终

把扩大组织覆盖、提高建会质量作为最重要的基础

工作，以组建工会和发展会员为基础，以加强基层工

会组织规范化建设为保障，以增强基层工会活力为

目标，切实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最广泛地把职工

群众组织到工会中来，凝聚到党的周围。当前，各级

工会组织要适应职工队伍构成多元、分布广泛、流动

频繁等新变化，及时调整工会组织设置方式，在巩固

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已有工会组织的基础

上，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新领域新阶

层中的工会组织建设，依法推进普遍建立工会，形成

完善的工会组织体系，实现工会组织有效覆盖。探

索以多种方式构建纵横交织的网络化组织体系，做

到哪里有职工群众哪里就有工会组织，怎么有利于

做好工会工作就怎么建设工会组织，增强工会组织

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

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形势下，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

农民工的组织引导和维权服务，创新工会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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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民工入会方式，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工组织到工

会中来。加强对农民工特别是青年农民工的思想引

领和人文关怀，维护好农民工参与企业管理和民主

监督的权利，积极参与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帮

助农民工接受教育、提升技能，为农民工就业创业提

供有力支持、有效服务，有效解决工会组织对青年职

工、农民工等吸引力不够的问题，从而使他们成为工

人阶级坚定可靠的新生力量。

（二）密切联系群众，真正转变作风，充分发挥好

工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

党直接领导的群团组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

的：“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

办。”[9]“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

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10]工会来自

职工，植根职工，密切联系群众理应成为工会组织建

设的永恒主题。破除工会组织存在的“机关化”问

题，保持和增强工会组织的群众性，做好新形势下的

工会工作，必须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职工群

众，充分发挥好工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工

作中，要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建立健全联系群众的长

效机制。摆脱文山会海，走出高楼大院，大部分工作

时间到职工群众中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万家

门、访万家情、结万家亲，经常同一线职工面对面、手

拉手、心贴心地零距离接触，倾听群众呼声，增强群

众意识，增进群众感情。深入基层群众，一方面，抓

好思想政治引领的工作，结合职工群众的思想实际，

大张旗鼓地讲党的领导、讲理想信念、讲共同目标，

深入浅出地为职工群众释疑解惑，把党的理论路线

方针政策准确传达到职工群众中去，引导职工群众

正确理解和认真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真正

使职工群众入脑入心，融化在思想里，落实在行动

上，把坚定不移跟党走变成广大职工群众的坚强信

念和自觉行为；另一方面，从职工群众中看最真实的

情况，听最真实的声音，了解掌握职工群众的意愿和

呼声、困难和问题等第一手材料，及时反映给党委和

政府，推动解决职工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组

织和代表职工群众依法有序广泛参与管理国家和社

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主动参与创新社会治

理和维护社会稳定，在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

彰显工会组织更大作为。最终使下基层活动成为每

个工会干部的习惯和自觉，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争

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忠实践行者、党的群

众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党的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

（三）从群众需要出发，最广泛地代表职工群众

意愿，不断提高工会组织为职工群众服务的水平。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

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1]“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

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12]对工会组织来说，能不能为职工群众服务，

能不能帮助职工群众排忧解难，决定着职工群众会

不会跟着工会走。保持和增强工会组织的群众性，

做好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必须克服眼睛向上看、只

围着领导转的倾向，从群众需要出发，最广泛地代表

广大职工群众的意愿，不断提高工会组织为职工群

众服务的水平。工会组织必须强化服务意识，坚持

从职工群众需要出发开展工作，在群众所急、党政所

需、工会所能的领域找准着力点，扬长避短，形成特

色，发挥优势，做到精准服务、供需对路。克服以主

观想象代替职工群众真实需求的倾向，深入基层，加

强调研，把准职工需求脉搏，全面了解职工群众的个

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更好地满足职工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区分服务的对

象和主次，更多关注、关心、关爱普通职工群众，把工

作重心放在最广大普通职工身上，重点做好一线职

工特别是农民工、困难职工的帮扶救助工作。扩大

服务的范围和领域，在集中抓好市、县职工服务中心

建设的基础上，推动服务网络向乡镇（街道）、开发区

（工业园区）、规模以上企业延伸；在做好工会日常服

务的基础上，服务内容向心理疏导、医疗互助、法律

援助等领域拓展。建立服务职工群众满意度评价制

度，让职工群众检验服务质量，并根据职工群众的意

见不断改进提高服务水平。不断完善协调劳动关系

三方机制、政府和工会联席会议制度，把职工群众最

关心的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民主参与等

作为工会源头参与的重点，从源头上保障职工权益、

发展职工利益。通过对职工群众的有效服务，让广

大职工群众更加感受到党的关怀、党的温暖，从而最

广泛地把职工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真正成为党执

政的坚实依靠力量、强大支持力量和深厚社会基础。

（四）以群众为中心,突出群众主体地位，不断改

进提高工会工作运行机制。“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

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

而失败。”[13]“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滥发

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指示的境地，生动活泼的工作

就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了。”[14]职工群众是

工会组织的主体。破除工会组织存在的“行政化”问

题，保持和增强工会组织的群众性，做好新形势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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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作，必须坚持以职工群众为中心，以职工群众

为主角，更加突出职工群众主体地位，真正按照职工

群众的“生物钟”来安排工作,以群众喜闻乐见、便于

参加的形式和方法开展工作。组织活动请群众一起

设计，部署任务请职工群众一起参与，表彰先进请群

众一起评议，力求每一项重点工作的开展都能体现

职工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使更多的职工群众置身其

中。工会组织必须牢牢把握“既要服务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又要服务群众”的理念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紧紧围绕党委和

政府工作大局，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性劳动竞

赛和职工技术创新竞赛活动，组织动员广大职工积

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激发广大职工的创新热情，

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引导职工群众勤奋

劳动、敬业奉献、岗位建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齐鲁优秀文化，不断深化“中国梦·劳动美”教

育实践活动，设计务实管用的载体，打造更多具有工

会特色、职工喜爱的工会工作品牌，引导广大职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推进实现中国

梦的强大正能量。大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职

工群众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坚定法治信

仰，弘扬法治精神，努力夯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群

众基础。工会基层组织处在职工群众工作的第一

线，要坚持重心向基层转移、资源向基层倾斜、工作

在基层落实的工作理念，为基层工会提供有力指导

和周到服务。加强基层工会力量，创新基层组织设

置、会员发展、联系群众开展活动的方式方法，增强

动员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让广大职工群众从心里感

到工会组织是自己的组织，从而更好地吸引凝聚职

工，并紧紧依靠职工把工会各项工作开展得更加深

入扎实、富有成效。

（五）把握“五型工会”目标，大力加强工会自身

建设，着力打造职工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工会

工作归根到底是做职工群众工作，工会组织最大的

优势是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最大的危险是脱离职工

群众。保持和增强工会组织的群众性，做好新形势

下的工会工作，必须牢牢把握建设学习型、服务型、

创新型、活力型、务实型“五型工会”目标，大力加强

工会自身建设，着力打造职工群众信赖的“职工之

家”。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

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群众需求导

向，认真查找并纠正工会组织存在的“机关化、行政

化、贵族化、娱乐化”等脱离职工群众问题，始终密切

同职工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

走出机关，到一线、到基层、到现场，把工会工作做到

职工群众心坎上，做到职工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锲而不舍推进工会系统

作风建设，不断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成果，持之以恒反对“四风”，扎实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把“三严三实”要求贯穿到工会工作的

各方面。建立科学激励机制，完善符合工会工作特

点、操作性强的工作目标责任考核考评办法。创新

工作方式，积极探索借助互联网技术拓宽服务渠道

和领域，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创新思路方法，坚持

不懈地以改革创新解决工会服务的瓶颈问题，提升

工会的服务质量和实效。强化问题意识、忧患意识、

改革意识，增强自我革新勇气，积极稳妥推动工会改

革。加强自身建设，更多把普通群众中的优秀人物

纳入组织，在工会委员、代表的安排上，明显提高基

层一线人员比例，把各级工会领导班子打造成政治

坚定、团结务实、代表广泛、群众拥护的坚强领导集

体。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责、推进工

作，依法建会、依法管会、依法履职、依法维权。深入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落实党组主体责

任和纪检组监督责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

监督，确保工会组织风清气正、工会干部廉洁自律，

打造绝对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工会

干部队伍，努力建设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的

工会组织，真正担负起团结引领广大职工跟党走的

重托。

综上所述，阶级性与群众性是工会的根本属

性。现阶段我国工会的群众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

面：一是要最大限度地吸收职工群众自愿加入工会；

二是要以切实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为基本职责和

根本宗旨；三是要以牢固的群众工作理念为指导；四

是要在工作中突出职工群众的主体地位。新时期加

强工会群众性研究，既是夯实党的群众基础的需要，

也是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需要，还是维护工

人阶级团结统一的需要。当前群团组织中存在的

“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脱离群众的问

题，工会组织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主要变现为：工会

组织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扩大；工会组织和干部服务

职工的意识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工会组织的代

表性不强，吸纳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职工不够；工

作中职工主体地位不够突出，赋予职工的知情权、参

与权、监督权落实不到位。

为了保持和增强工会组织的群众性，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一是凝聚职工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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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阵地建设，大力健全工会基层组织；二是密切联

系群众，真正转变作风，充分发挥好工会组织的桥梁

和纽带作用；三是从群众需要出发，最广泛地代表职

工群众意愿，不断提高工会组织为职工群众服务的

水平；四是以群众为中心,突出群众主体地位，不断

改进提高工会工作运行机制；五是把握“五型工会”

目标，大力加强工会自身建设，着力打造职工群众信

赖的“职工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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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ping the Mass Characteristic of the Labor Unions and Facilitating the Working Mass Management of the Party
Liu Zanjie, Li Yewen, Wu Xiaorui, Wang Shiyu, Liu Lei, Liu Hesheng

Abstract: Class characteristic and mass characteristic are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 unions. At the current stage, the mass character-

istic of China’s labor unions manifests mainly in four aspects: one, maximizing labor unions’intake of the voluntary working mass; two, regarding

protection of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working mass as a basic responsibility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ree, following the working principles of con-

solidating management of the mass; four, accentuating the key role of the working mass in work. Emphasizing the study of labor unions’mass charac-

ter in the new age meets the need for consolidating the party’s management of the mass, as well as the need to amplify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eed for its unification.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current mass organizations such as bureaucratization, administrationalization, elitism

and entertainment, also exist in labor union organizations to various degrees, which manifests in ways such as the labor union organizations’contin-

ued need for expansion; the need for more awareness to serve the working people on the part of labor union organizations and its leaders; the unrepre-

sentativeness of labor union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inability to attract workers of various fields and levels; and failing to accentuate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working people, as well as the po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king people’s rights to know, to participate and to oversee.

In order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 mass characteristic of labor union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labor

unions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there are five missions that need to be carried out: firstly, unify the working mass, strengthen the bond and em-

power the organiza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secondly, keep in touch with the mass, make real changes to the working style and optimize the bridg-

ing and bonding role of labor union organizations; thirdly, be mindful of the mass’need, be m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voice coming from the work-

ing mass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labor union organizations’capabilities to serve the working mass; fourthly, put the mass at the center, accentuate

their key role and constantly improve labor unions’working mechanism; fifthly, be mindful of the goal of constructing the“five-style labor unions”

and aim at building reliable homes to the working people.

Key Words: Chinese labor unions; mass character; the mass work of the party; administrationalization and bureaucratization of labor unions; the

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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