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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工会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

“教工小家”建设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二级工会“教工小家”创建活动，依

据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职工之家”工作充分

发挥基层工会作用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会

自身建设的决定》以及《杭州市工会建设“职工之家”管理

办法（试行）》及相关要求，根据我校“教工小家”建设活

动实际，特制订“教工小家”建设的实施意见。

一、开展“教工小家”建设的目的、意义

开展“教工小家”建设，对加强二级工会自身建设，夯

实工会阵地，改善工会工作环境，提高工会工作水平，增强

二级工会的凝聚力，调动广大教职工积极性，促进二级工会

民主管理，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校园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二、开展“教工小家”建设的基本要求

1．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加强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

以师德师风和爱岗敬业教育为重点，深入开展了群体师德创

优活动，努力提高教职工的思想、政治、业务素质，为促进

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2．贯彻依靠广大教职工办学的指导思想，积极发挥工

会、教代会参政议政的民主渠道作用。根据《杭州师范大学

二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规定，健全和完善二级教代

会制度，促进学院、部门的民主政治建设。

3．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积极反映教职工群众的呼声

和要求。积极开展“五必访”送温暖活动，多为教职工办实

事、做好事和解难事。

4．在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的领导下，按

照《工会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会工作，充分发挥工会组

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5．搞好工会组织的自身建设，努力促进工会的群众化、

民主化建设。提高工会干部的素质，形成一支热心为教职工

服务的工会干部队伍。

6．“教工小家”活动室有设施配备，管理制度完善，

有活动安排，为教职工提供良好的服务。

三、考核评比办法与步骤

1．自查自评。各二级工会对照《杭州师范大学“教工

小家”建设工作量化管理考核标准》，进行自查自评，填好

相应表格和自评材料，打好自评分。

2．评选形式。校工会组织相关人员通过听汇报、查看

台账资料、实地察看等形式按照《杭州师范大学“教工小家”

建设工作量化管理考核标准》和评选要求逐项进行评分，评

选出“模范教工小家”和“优秀教工小家”。评选为“模范

教工小家”者，校工会可以推荐参加上级工会“模范教工小

家”评选。

3．模范和优秀“教工小家”每两年申报并评选一次。

四、表彰奖励

凡被评为“模范教工小家”、“优秀教工小家”者，由校

工会予以表彰奖励。被评为“模范教工小家”者，当年奖励

5000 元；被评为“优秀教工小家”者，当年奖励 3000 元；

合格的教工小家奖励 1500 元。



五、要求和说明

1．“教工小家” 建设是二级工会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

各二级工会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所在基层党委（党总

支、直属党支部）的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建家活动，把二

级工会建成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富有活力、教职工信赖的

“教工小家”。

2．对照《杭州师范大学“教工小家”建设工作量化管

理考核标准》，评估总分在 90 分以上的前 5名，可评为“模

范教工小家”；评估总分在 80 分以上的第 6-10 名，可评为

“优秀教工小家”；评估总分 60 分以上的为合格。

3．未召开二级教代会或未建立“教工小家”活动室的

二级工会，不参加当年“教工小家”评定。

附件：杭州师范大学“教工小家”建设工作量化管理考核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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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杭州师范大学“教工小家”建设工作量化管理考核标准

考核项目
分

值
具体要求及分值

自评

得分
附加分内容

自评

附加

分得

分

自

评

小

计

分

考

评

分

一、

党政

重视

支持

（20 分）

5

1．二级单位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

部）有分管工会的领导（1分），将工

会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2分），每

年研究和听取汇报二级工会工作不少

于一次（2分）。
上年工会

工作获创新创

优一、二、三等

奖分别加 2、

1.5、1 分。

5
2.行政支持工会工作，提供工会活动必

要的场地、时间等。

5
3.党政领导积极参加工会组织的各项

活动。

5
4.按规定配备二级工会干部，并关心支

持工会干部工作。

二、

制度机制

完善（20分）

10

1.建立和落实二级教代会制度。二级教

代会建设规范，做到了年会制（1分）；

会议召开按规定及时报告（1分）；大

会议题符合规定，有行政年度工作报告

（1 分）、财务工作报告（1 分）、工

会工作报告（1分）、工会财务报告（1

分）；教代会代表各项职权得到落实，

能广泛征求教职工意见，开展提案工作

（1 分）；建立了票决制度（1 分）；

代表意见建议有落实，会议有决议（1

分）；档案材料齐备（1分）。

3

2.严格执行工会财务制度，财务民主公

开，管理使用规范，经费执行率 70%以

上（1 分）、80%以上（2 分）、90%以

上（3分）。

2

3.建立和推行形式多样的事务（院务）

公开制度，事务公开应有计划、有记录、

有总结。

2

4.二级工会主席为党政联席会议成员

或参加相关议题会议，参与和教职工利

益有关的规章制度及内部管理体制的

讨论和制定。

3
5.建立和落实会员评家制度，开展会员

评家、民主评议活动。



三、

自身建设

过硬（15分）

2
1.按时完成换届选举，组织健全，分工

明确。

2

2．及时办理会员入会、调入、调出、

离退休等手续，建立二级工会会员信息

库，会员人数与校工会档案吻合（1分），

在编非编职工入会率达到 98%以上（1

分）。

5

3．工会工作有计划(1 分)、有总结（1

分），经费有预算（1分）。工作台帐

完整，符合要求（2分）。

2

4.重视工会宣传工作，专人负责，及时

上报舆情信息（1分），积极报道工会

活动（1分）。（无报道不得分）

获得宣传先进

集体加 1分；舆

情报道先进集

体加 1分；向上

级部门发表稿

件并录用每篇

加 0.5 分。

2
5.工会干部按时参加上级工会组织的

培训、会议等活动到会率在 95%以上。

2

6.会员群众对工会工作、工会主席、“教

工小家”建设满意率达 90%以上。（90%

以下不得分）。

四、

工会活动经

常、有活力

（20 分）

4

1．重视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以师德

师风和爱岗敬业教育为重点，开展“三

育人”“师德标兵”“师德先进”“巾

帼文明示范”等群体师德创优活动。每

项活动申报得 2分（总分不超过 4分）

获得校级荣

誉加 0.2 分，获

得市级荣誉加

0.4 分；获得省

级荣誉加 0.6

分。（同一项目

就高加分。以参

加人数累加，单

个项目最高计 5

人。）

4

2．围绕单位中心工作，组织开展合理

化建议、业务培训、技能比武、岗位练

兵等活动。（本单位自行组织活动每项

得 1分，参加校级活动每项得 2分，参

加省市活动每项得 3分，同一活动不重

复计分，总分不超过 4分）

获得校级奖

项加 0.2 分，获

得市级奖项加

0.4 分；获得省

级奖项加 0.6

分。（同一项目

就高加分。以参

加人数累加，单

个项目最高计 5

人。）



4

3．丰富教职工业余生活，开展群众性

文化体育活动（比赛）经常活跃，形式

多样。（本单位自行组织活动比赛每项

得1分，参加校级活动比赛每项得2分，

参加省市活动比赛每项得 3分，同一活

动比赛不重复计分，总分不超过 4分）

获得校级奖项

按 0.1 分/项累

计，获得市级奖

项按 0.2 分/项

累计；获得省级

奖项按 0.4 分/

项累计。（联合

组队单位加分

各半；同一项目

就高加分。以参

加人数累加，单

个项目最高计 5

人。）

3

4．圆满完成上级工会布置的各项任务，

发挥二级工会特色，积极承办学校工会

活动。

承办一次校级

活动加 0.5 分；

承办市级以上

活动加 1分。

3
5．组织教职工有序参与对本单位内部

事务进行民主参与与民主监督。

2

6．有会员活动场所，环境整洁，设施

良好，使用率高（1分）；管理规范、

账目清晰、资产核查良好（1分）。

五、

维权帮扶

到位

（25 分）

5

1．关心教职工生活，及时做好困难教

职工的帮扶，开展“五必访”送温暖活

动（3分）；建立健全困难职工档案库

（2分）。

5

2．做好“春风行动”、在职职工重大

疾病和住院医疗互助、女职工特殊疾病

医疗互助等工会工作的各项政策措施

宣传，教职工知晓率 100% 。

5

3．全面把握教职工的思想状况，及时

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及时反映教职工

的呼声和要求，协助党政解决教职工的

合理要求，未发生影响教学、管理工作

的重大事件。

协助党政每年

为教职工办 1-2

件全体会员受

益的实事，加 2

分。

5

4．关注单身青年和女教职工群体，发

挥青工委和女工委作用，积极开展活

动，为青年教工办实事（2分），为女

教职工办实事（3分）。

5

5．关心学校教代会提案工作，组织教

职工为学校献计献策；提醒本单位的学

校“双代会”代表收集教职工意见建议，

形成提案按时提交。

被列为校级

提案的每件加 1

分，最高不超过

2分。

填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