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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山东省职工对工会工作满意率呈现差异性，对工会的需求呈现多

样性、多层次性和理性。为满足新时代职工对工会的需求，应完善法律法规，满足职工的维权需求；服务职工生活，满足

职工的生活需求；关注职工身心，满足职工的健康需求；加强监督检查，满足职工归属需求 ; 加强职工教育，满足职工的

发展需求；健全各项制度，满足职工的民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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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落实十九大报告精

神，切实创新和发展工会职能，充分满足广大职工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对工会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期待，首要一

步，就是要调查清楚在新时代背景下，职工群众对

美好生活有哪些期待和需求，特别是对工会有哪些

新需求。

为了解当前职工对工会的需求，笔者就此问题

进行了全省范围内的调研。调研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进行，即电子问卷和访谈，访谈既有电话访谈也有

面对面访谈。共设计电子问卷 2 份，各收到有效电

子问卷 321 份和 97 份。电话访谈 6 人次，面对面

访谈 6人次，访谈对象全部是职工。电子问卷对象

包括普通职工、专兼职工会干部和非工会管理人员。

调研的主要范围，限制在山东省内 ,包括山东省内

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工会干部。由于调研

主要面向职工个人，职工的感受主要来自于本单位

工会的影响，因此本文对“工会”范围的界定实为

基层工会。

二、新时代职工对工会的需求状况分析

（一）职工对工会工作的满意率呈现差异性

总起来看，我省职工对本单位工会还是很满意

的，满意率达 65.42%，“不满意”或“极不满意”

的仅占 6.86%（见图一）。在回答多选题“你们单

位工会平时都是做些什么工作？”时，占问卷总数

的 40% 以上的职工选择了“困难职工帮扶、娱乐文

体活动、捐款献爱心、单位职工婚丧嫁娶帮忙、集

体协商、职代会、女职工权益维护、职工素质培训、

发福利”等，仅有8.25%的职工选择“啥都没做过，

就是摆设”，这些选项入选说明参与问卷的职工所

在单位常规工会工作开展得很好。

图 1 职工对本单位工会的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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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满意率较低

在我们印象中，机关事业单位工会工作一般开

展得比较好，但调查结果显示职工群众的满意率并

不高，两种类型单位的职工满意率均低于全部样本

的满意率。

在收到的 23 份事业单位职工调查问卷中，仅

有 1 名职工对本单位工会感到“非常满意”，8 名

职工选择了“满意”，满意率仅为 39.13%；其余

12 名职工选择的是 “一般”；有 2 名职工选择了

“不满意”，占 8.7%。在被问到“你认为您单位

工会是做什么工作的？”时，2 名职工回答“啥都

没做过，就是摆设”；其余全部回答 “开职代会、

发福利”；部分职工在这两项之外，还回答了“困

难职工帮扶”“娱乐文体活动”“婚丧嫁娶帮忙”

等。在被问到“当你有问题时主动联系过工会吗？

有没有解决？”时，绝大部分职工回答“没有联系

过”，2人回答“联系过，已解决”，1人回答“联

系过，没有解决”。

在收到的17份政府机关部门职工调查问卷中，

有 1 名职工对本单位工会极不满意；7 名职工选择

“一般”；其余9人选择“满意”或“非常满意”，

满意率 52.94%。在被问到“您知道本单位工会主

席是谁吗？”时，1名职工选择“不知道、不清楚”，

其余选择“知道”。在被问到“你对你们单位工会

将来发展成你理想中的工会类型有信心吗？”时，

5人回答“没有信心”。

传统印象中待遇较好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对

工会的满意率低于企业职工，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这主要源于机关事业单位职

工对薪酬过低、无报酬加班以及超时加班的不满。

一位政府职员坦言：“现在公务员属于弱势群体，

企业加班都有加班费，我们几乎每到周末都加班，

谁给我们发加班费啊？工会能管吗？”由于体制所

限，机关事业单位工会对薪酬、加班等问题大都无

能为力，这大大影响了工会在职工中的满意率。另

外，我们通过访谈还了解到，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工

会除了召开职代会、组织举办运动会、发放福利外，

形同虚设，在单位是一个边缘化部门，远远没有企

业工会工作丰富多样，职能作用发挥得好。

2. 企业职工对工会的满意率较高

企业职工对工会的满意率明显高于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其中，民营大企业、民营中小企业、

外资企业、公有制企业职工的满意率分别高达

77.78%、62.16%、73.68% 和 69.57%。企业职工特

别是民营大企业和外资企业职工的满意率较高。这

说明近几年来我省对民营和外资企业工会工作的重

视取得了明显效果，企业工会的职能作用得到了充

分的发挥，赢得了职工的信任。 

3. 女职工的满意率较高

在收到的 165 份女职工的调查问卷中，有

113 份选择“很满意”或“满意”，满意率为

68.48%；26 份选择“一般”，26 份选择“不满

意”或 “不清楚”，高于职工全部样本的满意率

（65.42%）。《第八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也显示，

85.0% 的职工选择所在单位“没有”发生过限制女

职工怀孕的情况 [1]（p13）；66.7% 的职工所在单位没

有发生过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工资、

辞退或解除合同的情况。这些数据说明，全面二孩

政策的实施对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工作的影响并不

是很大，在我国职场中基本能实现性别公平。

4. 工会干部的满意率较低

在收到的 48 份工会及相关人员的调查问卷

中，有 32 人选择“满意”或“非常满意”，满意

率为 66.67%，其余 16 人选择“一般”，占比为

33.33%。工会干部对工会的满意率较低，说明其对

自身工作的不满足。在被问到“你认为本单位工会

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多选题）时，选择最

多的选项依次是 “没场地、没经费、没专人”“做

得很好，不需要改进”“工作内容单一，不深入实

际”“不敢做事，怕得罪人”。由此可见，工会干

部对进一步扎实深入开展工会工作的愿望十分强

烈，而用人单位不给予场地、经费、人员支持的做

法严重挫伤了工会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5. 部分职工满意率极低

虽然从调研结果来看，过半数职工对工会比较

满意，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满意率调查中，10.28%

的职工不知道单位有没有工会；在回答问题“您知

道本单位工会主席是谁吗？”时，有 49.53% 的职

工选择“不知道”；各种单位类型的职工都有对工

会“不满意”的选择。在回答“您认为本单位工会

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时，有 43.3% 的职工选

择“工作内容单一，不深入实际”，42.27% 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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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选择“没场地、没经费、没专人”（见表 1）。

这和《第八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的数据基本吻合：

在该次调查中回答“您是工会会员吗？”这一问题

时，12.6%的职工选择“不是会员，单位没有工会”；

10.6% 的职工选择“不是会员，不知道单位有没有

工会”[1]（p16）。这些数据说明我省工会工作在各单

位类型之间、各企业类型之间、各个企业单位之间

发展得不平衡，大部分单位工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

色，群众满意，而有的单位连基本的“工会三亮”①

中的“工会干部亮身份”都没有做到。

表 1 工会工作需要改进的地方

值得关注的还有“临时工”入会问题。在访谈

中，我们遇到两位“临时工”，一位是一家民营中

等规模企业的职工，一位为一家省属事业单位的职

工，他们所在单位都有工会，但两人都游离于工会

组织之外。这类职工有的因为企业逃避某些税费，

有的因为年龄、学历等原因长期无法与企业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因而就不在本单位的“正式职工花名

册”上，没有被动员加入工会。工会组织之外的这

类职工，一方面无法通过工会维权，另一方面由于

无法参加工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在用人单位没有归

属感，常常因为这种身份差异而倍感孤独无助。

（二）职工对工会的需求呈现多样性

从调研结果来看，职工对工会的需求呈现多样

性。薪酬、福利、规章制度、婚丧嫁娶、个人婚恋、

文体娱乐活动、生活困难、房价、心理疏导、尊重、

同事之间关系等选项，都有 2% 以上的职工做出选

择。从这些多样性需求我们可以看出职工对工会的

信赖，真正把工会当成了“娘家”，遇到困难就能

想到工会。但另一方面，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企业

工会普遍存在缺少人手的现象。有这样一个极端的

案例：某中型民营企业的工会委员会只有工会主席

一人，他还同时兼任着人力资源部经理、团委书记

（人力资源部和团委也只有他一人），可以想象这

一位工会干部面临着怎样繁重的工作任务。所以，

在现有情况下如何给工会“减负”，让工会干部能

有足够的精力满足职工的维权和服务需求，履行好

工会的最基本职能，是当下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三）职工对工会的需求呈现多层次性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 1943 年发表的《人类

动机的理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一书中提出 , 人有生理、

安全、情感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的需

求，这五个层次由低到高，一般只有在低一级层次

的需求获得基本满足之后，主体才会开始关注高一

级层次的需求。

如果我们按照马斯洛的这一理论来分析，职工

以实现衣食住行为目的的薪酬、工资、保险福利需

求、住房需求、医疗需求都可以归为生理需求层次；

女职工权益保障方面的需求属于生理和安全需求层

次；劳动保护也可以归为安全需求层次。根据调查

结果，生理和安全这两个层次的需求最为突出。具

体表现在，当职工被问到“你认为工会最应该关注

的是什么问题？”时 ,选择“工资、劳动保护、女

职工权益保障、保险福利问题”选项的占 70% 多；

52.65% 的职工认为工会在福利方面一直没做或做

得不好；有43.3%的职工最需要工会解决薪酬问题；

13.71% 的职工认为抑制过高房价是工会该做但一

直没做的事情，10.28% 的职工最需要本单位工会

解决高房价问题。另外，部分职工还提出“医院较

远”“每年一次体检”等生活方面的需求和建议，

这也属于第一层次的需求。

职工心理疏导作为工会的传统工作，仍然是职

工需求的重点，部分职工提出“心理疏导”“解决

孤独”等心理健康需求。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这属于“情感和归属”需求层次。

职工对获得尊重、关怀和爱的需求占有一定比

重。在回答单选题“你最需要单位工会为你解决什

么问题？”时，选择解决“不受重视”“单身”“心

理安慰”“同事之间缺少温情”等选项的职工占总

数的 15.26%。部分职工还提出“满足精神文化需

要”“加强娱乐文体活动”“企业精神传输”等精

神文化需求。

部分职工提出了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需求，如

“工会参与制定单位的规章制度”“在事业单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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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项 小 计   比 例（%） 

没场地、没经费、没专人 41 42.27 

人浮于事、工作敷衍、态度差 25 25.77 

不敢做事怕得罪人 31 31.96 

工作内容单一、不深入实际 42 43.30 

工作效率低 23 23.71 

做得很好，不需要改进 18 18.56 

其     他 5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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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实行工资集体协商

制度”等。

部分职工提出了个人发展的需求，如“提升职

工个人素质，促进职工个人发展”“对职工进行家

庭道德教育”“对职工进行教育培训”等。

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职工能提出这些多

层次需求，一方面说明我们大部分工会的常规工作

已经做到位，另一方面说明部分职工的基本需求已

得到满足，现在步入到维护个人心理健康、谋求个

人发展、实现民主参与权的层次，这是一个可喜的

进步。

（四）职工对工会的需求呈现理性

职工对工会需求的理性突出表现在对企业相关

问题的关注上。首先，近六成的职工认可工会“既

要促进企业发展又要维护职工权益，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的功能定位；其次，在回答多选题“你认为

工会该关心什么问题”时，40.21% 的职工选择了

“企业发展问题”选项；再次，在回答多选题“你

认为哪些工作本单位工会该做，但一直没有做”时，

10.9% 的职工选择了“企业文化”选项。这些数据

说明部分新时代职工的成长，他们不仅关注自身需

求，也关注企业发展，能够理性地认识到企业和个

人之间和谐发展的辩证关系。

为了考查职工对工会的功能期望，笔者设计了

“您心目中的工会类型”单项选择题（见表 2），

从结果看大部分职工比较理性。58.57% 的职工选

择认可“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的企业工会功能设定，但不容忽视的是

33.96% 的职工选择的是“一边倒”，即“一切以

职工的利益为唯一标准，不管企业是否亏损，一定

每年都提高工资”。

表 2 职工心目中的工会类型

三、满足新时代职工对工会需求的策略

现阶段，我国工会的社会职能体现为“维护、

建设、参与、教育”四个方面 [2](p59)。面对新时代

职工对工会的更高需求，工会要进一步发挥各项社

会职能，切实维护和发展职工利益，通过创造性工

作增强发展活力、赢得群众信任，不断增强自身的

凝聚力和感召力。

1. 完善法律法规，满足职工的维权需求

《中国工会章程》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在社会主

义法治化国家中，法律法规当然是职工维权最强有

力的武器，但我国目前劳动法律制度还有许多需要

完善的方面。比如，机关事业单位是免费加班和超

时加班的“重灾区”，但由于制度和法律原因，工

会在这方面一直难以有所作为，这严重影响工会的

活力。这使得政府机关和视同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

业单位碍于《公务员法》的规定，成为维护职工劳

动权益问题上的“最后一公里”。我国《公务员法》

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公务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

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公务员在法定工

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休”，但对如

何补休，不安排补休该怎样处理，都没有相应规定。

据调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非工作日加班往往

被视为正常现象，极少有人提出补休，也没单位发

放过加班费。而中青年职工是加班的主体，很多家

庭负担较重的年轻人在这种工作压力之下不堪重

负。根据我国《工会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

业、事业单位、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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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依法参加和

组织工会的权利”。既然允许机关、事业单位职工

和企业职工一样均可以无差别地成为工会会员，就

应该享受同样的权利，在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工

会应予以维护。虽然用人单位无法更改工资福利待

遇，无法发放加班费，但工时制度却是我们应该严

格遵守的。工会作为职工的“娘家”，有责任和义

务通过积极敦促并参与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限

制和避免超时加班问题。再比如，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劳动用工形式更加多元化，劳资之间的界限

越来越模糊，判定劳动者和一些新型企业之间的关

系是否为劳动关系也缺少相关法律依据。这些都说

明我国相关劳动法律制度的滞后性越来越突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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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项  小 计 比 例（%） 

一切以维护职工权益为唯一标准，不

管企业是否亏损，一定每年提高职工

工资。 

109 33.96 

既促进企业发展，又维护职工权益，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188 58.57 

企业利益至上，在保护企业利益的基

础上，适当维护职工权益。 
15 4.67 

不需要工会，人力资源部门就能很好

地解决问题。 
9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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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职工维权，工会应当加强自身在完善劳动法律制

度中的责任担当，敦促加快有关法律的修订速度，

并积极代表职工参与其修改完善过程。

2. 服务职工生活，满足职工的生活需求

调研结果显示，职工对生活品质的需求较以前

有了较大提高，有一成以上的职工认为工会应该在

“抑制房价过高”上有所作为，这充分反映了广大

职工对居住环境改善的需求。为了回应这一需求，

地方总工会可以从社会治理层面发出更多的声音，

在房价调控上为普通职工争取更多的利益；对基层

工会而言，可以探索建设职工宿舍或参加团购打折

活动等让职工居有定所。除此之外，工会要全方位

关心服务职工，让职工感受到企业如家的温暖，积

极解决诸如班车、食堂等问题。还可以围绕职工业

余文化生活需求，在职工居住区建立各种文化、体

育设施，并经常性开展文化、体育活动。针对当前

职工习惯于网络社交、线下活动较少、单身问题严

重的特点，可以积极与区域企事业单位举办“男女

青年联谊会”，增加男女青年接触机会，为青年职

工婚恋打基础。

3. 关注职工身心，满足职工的健康需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前职工对维

护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的需求特别突出。各级工会

要利用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宣传，用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引导职工，用健康向上的文

体娱乐活动充实职工的业余生活。同时，基层工会

还可以通过建立个人心理档案等方式，对一些有心

理波动的职工给予点对点的帮助。利用开设健康知

识讲座、心理卫生知识竞赛、职工心理热线、心理

咨询室等，结合“职工书屋”建设，给予职工生理

和心理保健的知识。条件许可的企事业单位工会要

保证满足职工的体检需求，对一些特殊职工要给予

必要的医疗救助。

4. 加强监督检查，满足职工的归属需求

职工加入工会，不仅意味着他们能享受会员权

益，还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娘家”，当他们遇

到各种困难的时候，有一个组织可以去寻求帮助和

依靠，所以吸收职工入会，是满足他们情感和归属

需求的重要方式。针对山东省工会组建工作在不同

单位类型之间、不同单位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建议各级总工会加强对基层工会各项工作的监督检

查，坚决杜绝工会只有牌子而“没专人、没场地、

没经费”、不搞工会活动的现象，把各项工会工作

落到实处。各级工会还要积极配合人社部门的执法

检查，对不签书面劳动合同、聘用“临时工”的单

位进行惩处。还要强调只要是本单位职工，不论劳

动合同期限长短，不论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只要

事实劳动关系存在，基层工会都应当积极吸纳入会。

5. 加强职工教育，满足职工的发展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

也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强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一支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4] 这就要求我国工人阶

级继续加强自身建设，对工会来讲，就是要加强职

工教育，充分发挥工会“大学校”作用。要依托职

工教育培训示范点和“职工书屋”，对职工进行思

想道德、科学文化、技术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

有效提升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

以饱满的姿态引领和带动广大职工共同进行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工会职工教育的主要途径是职工的自我教育，

新时代职工有热切的自我发展和提升的需求，这正

好可以与各级工会在企事业单位自上而下开展的技

能竞赛、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等活动相结合。工

会可以与企业合作成立“技术攻坚工作室”、选树

先进职工、成立示范岗，使学习新知识、学会新技

能、攻克新技术成为时代新时尚。还要探索进行多

种形式的道德素质教育，包括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教育，努力提高广大职工的思想道德水平。特别是

要大力弘扬中国工人阶级伟大品格和劳模精神，进

一步倡导形成学习劳模、尊重劳模、关爱劳模、争

当劳模的良好社会风气。

6. 健全各项制度，满足职工的民主需求

职工对企事业单位发展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参与

企事业单位管理的热忱，呼吁工会要在健全各项民

主管理制度上继续努力。“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

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丰富职工民主参与

形式，畅通职工民主参与渠道，依法保障职工的知

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3] 是其主要方

法和手段。除了在形式上提高各项企业民主管理制

度的建制率、丰富创新职工民主参与的形式之外，

（下转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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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工作的关键在于“畅通职工民主参与渠道”上，

工会作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组织，要成为连

接职工群众与企事业单位的桥梁。工会畅通职工民

主参与渠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丰富

和发展厂务公开，通过各种方式把企业的发展蓝图

等及时向职工解释与传递。这样有利于职工了解企

业，便于参与企业管理，让职工对企业的发展有信

心，也有助于做好职工个人发展规划。其二，把职

工对企业的不满与建议及时向企业管理者传达。在

这方面，山东德州禹王集团的做法可以作为借鉴，

他们把职工代表大会开成了“圆桌式”会议，企业

管理者走到职工代表中间接受建议和咨询。其三，

加强工会自身民主。这既包括各级工会定期召开会

员大会或各级代表大会，也包括各级工会组织内部

事务公开，建立健全会务公开制度，把工会各项活

动目的及相关情况向会员职工沟通和解释，接受会

员或会员代表的建议和咨询。

注释：

① 2012 年 3 月 21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华全

国总工会关于在企业工会实施“工会组织亮牌子、工会主席

亮身份”的意见”》，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工会组

织亮牌子、工会主席亮身份、工会工作亮作为”或“工会干

部亮身份、工会组织亮牌子、工会服务亮作为”的“工会三

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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