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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日正弹簧有限公司（NUS) ★成立时间Founded：      2002年5月 
★公司地址：       萝岗区开发大道 

★性质：           外资企业Foreign Invest 

★所属行业：       汽配制造业Auto parts 
★员工人数No. of Workers：    530名 
★工会会员数No. of Trade Union Members：        
520名 
★生产产品Product：          汽车平衡杆
Automobile balance bar 
 
 

所在企业介绍Enterprise Information： 

NUS工会历程介绍： 
第1届工会
成立1st 

trade union 

第2届工会
成立 2nd 

trade union 

第3届工会
成立  3rd 

trade union 

2013年11月27日 2005年 2011年3月18日 



第3届工会成立（换届）选举过程介绍： 
Election Process of the 3rd trade union 

一、成立换届筹备组。Start a preparation group. 

二、拟定【换届选举办法】并送上级工会审查。Set the eleciton rule and get 

approval from upper lever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三、分区域会员投票选举：第3届工会会员代表。Trade unions members 

vote for  representativ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epartments. 

四、分区域会员代表投票选举：第3届工会委员候选人。Representative vote 

for candidates for trade union committer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epartments. 

五、提交召开第3届工会1次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送上级工会审查。Get 

approval from upper leve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for the opening of 

representative meeting 

六、召开第3届工会1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第3届工会委员会成员。Hold the 

1st representative meeting, to elect the trade union committee members  

七、新一届工会委员会履职；工会相关文件的变更。The new committee 

start to work. 



工会换届筹备组：The Preparation Group 

 

成员为：第2届工会委员会全体委员；Members are the former trade union 

committee members  

职责：负责第3届工会成立全部相关事宜。 

一、成立换届筹备组。Start a preparation group. 

第2届工会委员会简介About the former trade union committee： 

任期：              2011年3月18日~2013年11月27日. 

委员会成员：   共8名，含工会主席、副主席，均为兼职
.Eight members, including chairman and deputy chairman, 

all part-time.  

会员代表：      共73名.Number of representative: 73. 



广州日正弹簧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工会换届选举办法（草案）

  广州日正弹簧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2013.10.12

一、根据《中国工会章程》、《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
公司的具体情况，现制定本办法。

二、公司工会第3届工会委员会委员实行差额选举。设委员候选人8-12人、选举7-9人、差额1-5人，具体差额人数以届时实际当选后续
人人数确定。届时选票上所列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五、工会委员会换届选举由员工代表大会进行，出席代表人数须有应到会人数的2/3以上时，方能进行选举，否则选举无效。员工代表
大会具体日期另行通知。

六、大会设选举工作人员3人，负责监票、计票和唱票工作。其中：总监票1人，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2届工会委员及3届委员候选
人不得担任选举工作人员。

十一、经费审查委员会的候选人产生方式：第2届经费审查委员会推举产生4名委员；另有意愿的工会代表可自行报名参选经费审查委
员；经费审查委员选举方式同工会委员选举方式；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由当选的第3届经费审查委员会投票选举产生。

十、委员候选人获得应到会会员代表人数的过半数选票时方能当选。在选举中，如果候选人得票数均超过应到会人数半数以上的，以
得票多者当选为委员会委员；如候选人得票数相等，无法确定当选人时，则对票数相等的候选人重新投票，以得票多者当选。如果当
选的候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不足数不再在本次大会上进行选举，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另行补选。

十四、本办法（草案）自正式公布之日起两周内：接受全体会员的意见与建议，若无大的反对意见即成为正式办法予以公布实施。

三、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共8-12人）
①委员候选人必须是当选的第3届工会员工代表。
②区域委员候选人选拔：由第2届的工会区域主任，按本办法划分的区域，组织本区域的员工代表按差额选举方式产生，得票最多者为
本区域的委员候选人，一共8名。选举结果经部门领导确认后提交至工会换届筹备组（工会换届筹备组：第2届工会委员会）。
③另设4名自由参选候选人名额，有意愿参选的员工代表，或经30名以上的会员联名推荐者，可以报名或提交至工会换届筹备组登记为
自由参选人。报名时限至达到4人时截止。
④各候选人应了解【工会委员职权指引与参考】的内容与精神。

十三、【第3届工会会员代表选举办法】另行公布。

十二、同意参选的各候选人视为接受此办法上的选举规则。

四、候选人选举区域及名额划分：
弹簧制造部1名，STB制造部1名，品保部1名，保全部1名，生管采购部1名，管理部1名，财务部1名，营业部1名。

七、大会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参加选举的会员代表对选票上的候选人可以表示同意、不同意或弃权，也可以另选他人。如
同意，在该候选人姓名上方的空格内画“○”；如不同意，在该候选人姓名上方的空格内画“×”；如弃权，不作任何符号；如另选
他人，可在选票中长方形的空格内填写另选人的姓名，并在其姓名上方的空格内画“○”，另选人只能填写一个。书写选票用蓝色、
黑色的钢笔或圆珠笔。符号要按规定填写准确清晰，字迹要清楚。选票书写模糊无法辩认的不予计票。

八、大会选举拟一步完成：差额选举出工会委员会7-9名委员；同时在获得法定有效票数的委员被选举人中，得票第一的候选人当选为
工会主席，得票第二的候选人当选为工会副主席。委员分工由新一届工会委员会协商确定。

九、大会会场设有投票箱。投票结束后，工作人员当众开启票箱。当场清点选票，收回选票张数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有效
。多于发出选票数，选举无效，应重新进行选举。届时会在选票上注明应选人数，每张选票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人数的为有效
票，多于应选人数的为废票。

现就此办法草案征集意见，征集意见时间：2013年10月12日-25日。

意见征集方式：

电话、邮件、文本、交谈的方式，反映给各工会区域主任、各工会委员。

换届选举办法（草案）经公开征集全体会员意见后，交区总审议确
认后，确定为正式案。重点如下： 

 

工会委员会采取间接选举制，将公司划分为8个选区，先由全体会
员按照比例12.5%的比例选出本区域的会员代表，再由本区域的会
员代表选出本区域的工会委员候选人： 

另外设置4名：自由参选人与推进人名额：凡有意愿的会员代表可
报名参选工会委员，凡经30名会员联名推荐的会员代表也可报名参
选工会委员。 

在工会委员候选人确定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由全体会员代表按
照差额1人的比例进行投票，选举新一届工会委员会成员。 

新一届工会委员会产生后，由新一届全体委员进行投票，选举新一
届工会主席、副主席。 

二、拟定【换届选举办法】并送上级工会审查。Set the eleciton rule and get 

approval from upper lever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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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选区共536名会员代表，按照12.5%的比例，共投票选举出： 

76名第3届工会会员代表 

投票选举方式   

*利用交接班时间在车间休息室/会议室进行。 

*由第2届工会小组长组织与计票。 

*所有选票均予以封存备查。 

三、分区域会员投票选举：第3届工会会员代表。Trade unions members 

vote for  representativ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epartments. 



各区会员代表，在各区域的会议室进行投票选举：本区域的工会委员候选人 

投票选举方式 

*利用交接班时间在车间休息室/会议室进行。 

*由第2届工会区域主任组织与计票。 

*所有选票均予以封存备查。 

经投票选举，共选出8名工会委员候选人； 

另有30名会员联名推荐了1名委员候选人； 

第3届工会委员会候选人：共9人 

四、分区域会员代表投票选举：第3届工会委员候选人。Representative vote 

for candidates for trade union committer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epartments. 



确定召开第3届第1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日期与议程，并提交上级工会审定。 

Set the date and agenda of the representative meeting, get approval from 

upper level trade unions. 

确定于2013

年11月27日

召开换届选
举大会 

五、提交召开第3届工会1次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送上级工会审查。Get 

approval from upper leve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for the opening of 

representative meeting 



选举办法中的细节与要点Details and important points of election 

arrangments.  

*在已经选出的候选人名单外，可以另选1人。 

Voters can elect another person besides the confirmed candidates. 

*选举投票方式为：匿名投票。Election in secret ways. 

*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人数，必须达到全体会员代表的2/3人数方为有效。 

Only more than 2/3 of union representatives participate in the meeting, can 

the result be valid.   

*候选人得票数必须超过全体会员代表的1/2方为当选。 

The candidates need to get more than 50% of representatives' support. 



第三届第1次会员代表大会

议   程

 广州日正弹簧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时间：2013年11月28日 13:30-16:30
地点：公司三楼大厅

7、大会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

1、介绍参加大会的领导和嘉宾及大会流程； 
2、宣布大会开始，奏《国歌》； 
3、本届工会主席作工作报告；
4、本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作经审工作报告；
5、选举新一届工会委员会委员、经审委员；
　1）表决通过选举办法；
　2）表决通过大会监票人、计票人名单； 
3）介绍工会委员、经审委员候选人；
　4）工会委员候选人、经审委员发表参选演说；
5）投票选举 
6、总监票人宣布计票结果；

13、宣布大会结束，奏《国际歌》。
（会后，上级工会及公司领导、两届工会委员合影留念）

（休会10分钟，新当选工会委员选举工会主席、副主席、以及各委员分工；新当选的经审委员选举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

8、宣布主席、副主席、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选举结果；
9、新当选经审委主任讲话；
10、新当选工会主席讲话；
11、公司总经理讲话；
12、上级工会领导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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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召开第3届工会1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第3届工会委员会成员。Hold the 

1st representative meeting, to elect the trade union committee members 

会议流程 会场实景 



第2届工会向新一届工会代表做报告： 
Report by the former union committee 

新一届工会委员候选人做参选演说： 
Speeches by candidates: 



投票选举：第3届工会委员：Election 

选票 填票 

投票 
唱票 



宣布新一届当选工会委员名单： 

新一届工会委员会产生：共6名委员 New committee get out, with 6 

members in total 

经1轮投票选举，总监票人确认： 

在9名候选人中，超过半数得票共6名 

Among the nine candidates, 6 

candidates get more than 50% 

support. 

选举工会主席、副主席： 

经6名委员2轮投票，产生了新的工
会主席、副主席 

Six members of the new committee, 

elected new chairman and deputy 

chairman after 2 rounds of election. 



新当选工会主席致辞Speech by new chair： 

新工会委员会成员： 

林主席，男，保全工程师（技术人员） 

工会副主席，女，人事职员。 

工会财务委员，男，制造班长。 

工会文体委员，男，品质工程师。 

工会生产委员，男，电工。 

工会劳资关系委员，男，制造工程师。 



一：组织建设。Organization Construcion 

二：工资、奖金的年度协商。 
Yearly Negotiation of Wages and Bonus 

三：工会会员意见与申诉的处理。 
Dealing with union members's suggestions and appeals 

五：会员活动组织。 
Organize activities for trade union members 

四：工会经费管理。 
Management of the money of trade unions 



生产委员：黄小华
副主席：甘霖

劳资关系委员：黄坚锐

财务、组宣委员：丁敏

文娱福利委员：杨青松

工会基层小组女职工委员会

经费审查委员会（待建）

女职工委员：曹士芝

生活委员：杨成华

主席：刘飞

共青团支部委员会（待建）

一：组织建设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1.工会委员会组织架构图
Structure of the TU 



2.工会委员会职责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ommittee 



△1.2011.11.01

制作：NUS工会委员会

区域工会主任选举

生产委员：黄小华
副主席：甘霖

劳资关系委员：黄坚锐

财务、组宣委员：丁敏

文娱福利委员：杨青松

执行主任：

行政综合区 生管区 品保区 保全区 中空区 中实区 弹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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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委员会相关组织架构图

主席：刘飞

兵乓球兴趣小组

主任：

副主任：

3.工会相关组织机构Structure 

of TU-related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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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2届工会委员会系统架构图
System of the TU system： 



2011年3月-4月，工
会与公司进行2011年
度的工资集体协商

（试协商） 

2012年3月-4月，
工会与公司进行
2012年度的工资
集体协商。 

2011年12月，工会
与公司进行2012年
度的年终奖协商。 

2013年3月-4月，工会与公司进行
2013年度的工资集体协商。 

工会每年均就【工资调整和年终奖金分配】，与公司进行协商。 

二：工资、奖金的年度协商。 
Yearly Negotiation of Wages and Year-end Bonus 

2012年12月，
工会与公司进
行2012年度的
年终奖协商。 



2011年工资集体协商（初次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工会与公司签署的：2011年工
资集体协商协议书 



双方各6名协商代表，共经历5轮会谈，双方互有坚
持、互有妥协后达成一致。 

2012年工资集体协商（经5轮协商）Five rounds of 
negotiation in 2012's collective bargaining  

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
2012年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书 



双方各7名协商代表，共经历7轮正式，2轮

双方首席代表单独会谈，双方互有坚持、互
有妥协后达成一致。 

2013年工资集体协商（经7轮协商）Seven Rounds of 
Negotiation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2013 

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
2013年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书 



工会主席与工会委员，与公司协商3次，协商结果： 

 

2011年年终奖增加0.1倍。 

 
（协商背景：日本3.11地震引发海啸灾难，造成2011年上半年订单大幅减少。） 

工会主席与工会副主席、工会委员，与公司协商3次，协商结果： 

 

2012年年终奖与2011年年终奖持平。 

 
（协商背景：因9.18政治事件影响，2012年第4季度的订单大幅减少） 

2011年年终奖协商Year-end 
Bonus in 2011： 

2012年年终奖协商Year-end 
Bonus in 2012： 



三：工会会员意见与申诉的处理Dealing with the opinions and appealings： 

1.本届任期内共接收到14名会员的个人意见与申诉： 
      朱*勤、谢*京、江*、赵*快、许*轮、肖*文、王齐*、田均*、宋*、牛*亭、李华*、 

肖献*、杨*芳、曹*清 

工会均一一接待，认真讨论，全部尽力、尽快给予协调、交涉或给出工会意见。 

2.收到一件劳务工多人联名的意见申请书。 

3.收到一件多人反映的意见申请书：工会旅游费的使用方式。 



四：工会经费管理 
Management of the money of trade unions： 

严格按照工会法规定：每季度张贴公布一次工会经费收支明细。 

严格按照工会法规定：每半年接受一次经费审查委员会审查。 

严格管理经费支出：无预算外经费使用，使用原则：节约、节省。 



 · 2011-2012年连续两年，为返乡会员订春运团体火车票。 

 · 2012年，为约400名我司会员免费办理了工会会员卡。 

 · 2013年，为4.20雅安地震受灾群众，发动我司会员捐款，共筹得善款17342，
我工会捐款5000元，共计22342元善款已通过【壹基金】基金会转交灾区。 

 · 2013年，为司全体女职工会员购买了【广东省安康保险】。 

五：各种活动的组织 
Organzie activities for workers： 

为会员组织的活动： 

.组织了第1届工会“友谊杯”篮球联赛。---------2011年 

.组织了夏季室内游泳活动。---------2011、2012、2013年 

.组建篮球厂队并与周边单位进行了友谊赛。---------2011、2012、2013年 

.组建了：羽毛球、兵乓球、登山兴趣小组。---------2012、2013年 

文体活动的组织： 



为会员组织的文体活动： 

篮球联赛 



为会员组织的文体活动： 

兵乓球 
钓鱼 

羽毛球 
篮球厂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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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渠道 常设服务机构 

                    关于工人代表性（工会的代表性）方面： 

【会员代表大会】是全体会员的权
力机构，工会委员会也是服务于它：
“大事要事必须通过代表大会表决” 

工会委员会
与全体会员
间的【沟通
渠道是随时
畅通的】，
确保基层心
声无阻碍的
吸收。 



关于工人代表性（工会）的方面： 

广州日正弹簧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员（职）工代表大会权责规范

目的：
   明确与规范公司工会员（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

职权范围：

职权具体内容：

      ★工会重大事项：涉及会员人数较多、金额较大、影响较大的，工会委员会无法决议的事项。

要点说明：
  1.员（职）工代表大会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一次。

  2.经工会委员会提议，或超1/3员（职）工代表提议，可临时召开员（职）工代表大会。

  3.员（职）工代表大会的召开，需要占用生产或者工作时间的，应当事先征得企业的同意.

  4.员（职）工代表大会有权撤换或者罢免其所选举的代表或者工会委员会组成人员。 

  5. 罢免工会主席、副主席：必须召开员（职）工大会或者员（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非经员（职）

     工大会全体会员（职工）或者员（职）工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不得罢免。 

  6.审议和批准的表决原则：

     出席人数超员（职）工代表总数的2/3为有效，赞成票超过员（职）工代表总数的1/2为通过。

   广州日正弹簧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2012.12.03

      ★涉及公司事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司需提交员（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表决的事项。

 （1  

 （2  

 （3  

 （4  

  ★涉及公司事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司需提交员（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表决的事项。 

 （5  

★工会重大事项：涉及会员人数较多、金额较大、影响较大的，工会委员会无法决议的事项
。 

成立了【会员（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拟定并通过职权规范文件。 



关于工人代表性（工会代表性）的体会： 

1.通过员/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明确了工会委员会的权力：服从与服务与会员代表大会； 
  同时也增强了工会委员会的力量，多数人的意见会产生一种推动力。 

2.通过畅通的沟通渠道： 
使工会委员会能及时的了解到基层会员的心声与想法，保持委员会随时处
于更新的状态，使委员会的反应与决策有的放矢。 

3.会员代表的合格性： 
会员代表的参与性、主动性、民主意识，需要培养与尊重，才能真正的发
挥出会员代表大会的功能。 



我工会代表性的具体案例 
Examples of Worker Representation： 

*每年一次的工资集体协议书草案的表决：若未获通过将继续协商。  

*新增文体活动（健身）方案的表决：未获通过。 

*员工因岗位调动产生的纠纷处理： 
   多为协调后双方达成一致；个别部门经协调后变更了调整意向。 

*劳务工转正比例的不满处理： 
   工会与公司交涉后，公司将转正比例调高5%。 

*员工因违纪处罚产生的纠纷处理： 
   多为协调后员工接受，少数案例工会对公司提出了不同的立场。 



发表完毕，还请指教 

多谢大家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