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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今年未设置
烟花爆竹临时零售网点

———探访首经贸工会建设工作

把“暖心工程”
做到职工心坎上

□ 通讯员 蔡靳

西三旗宣传家庭防火知识

想职工所想
时刻把教职工放心上

想职工所想，做职工所需，时
时刻刻把教职工的事放在心上。
近年来， 在学校党委的领导和支
持下， 首经贸工会推行 “暖心工
程”，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包
括进行节日慰问， 组织全校教职
工分批去北戴河暑期休养， 加入
北京职工互助保障计划， 为工会
会员参加住院医疗、住院津贴、重
大疾病三项互助保险提供资助，
教职工能申请免费的法律、心理、
健康咨询等， 教职工的权益得到
越来越多的保障。

校工会常务副主席李民表
示： “工会最大的职能就在于为
教职工维权和服务， 广大教职工
所需就是我们所为。 我们要以这
个初衷为出发点 ， 把 ‘暖心工
程’ 做到职工心坎儿上。”

该校有一个群体， 是校工会
始终记挂在心上的， 那就是即将
退休的教职工。 “校工会非常重
视退休教职工工作， 每年会牵头
召开两次退休教职工座谈会， 向
在学校工作岗位上奉献几十年的

教职工表达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同时请离退休工作处、 人事处、
校医院等部门讲解退休后的相关
政策。” 李民介绍， “这些退休
教职工见证了学校的发展历史，
他们成就了现在的首经贸。 我们
不能让退休仅仅停留在一纸登记
表上， 更要让他们体会到学校的
温暖和关怀， 让大家以在学校奉
献、 工作为荣。”

职工之家
午休班后有去处

走进博学楼三层的教师休息
室， 法学院教师张娜正在电脑前
修改论文。 “我经常会来这边工
作， 中午来晚了， 沙发床甚至会
被占满 ， 这里真的很受欢迎 。”
2015年5月中旬， 在学校的大力
支持下， 建在教学楼里的三间教
师休息室正式面向全校教职工开
放。 放眼望去， 休息室内整齐摆
设着十张浅蓝色沙发， 屋子里配
有十几台办公电脑， 最里间还专
门打造了一间母婴室。 教师休息
室利用率很高， 还经常能在这里
看到师生讨论的场景。

近年来， 首经贸加大投入建

设职工之家， 为教职工建立的活
动中心面积达到1100平方米， 包
括活动大厅、 会议室、 娱乐室 、
书画室、 乐器室、 健身房、 台球
室等教职工活动场所。 每天午休
和下班后， 很多老师都会来活动
中心这边锻炼。

免费锻炼
每年提供20次

校工会组建的9个教职工协
会也会定期开展活动、 组织小型
比赛。 图书馆分工会主席李健老
师是学校徒步协会的会长， “我
们经常组织健步走活动， 希望通
过活动让大家动起来， 达到锻炼
身体、 修身养性的目的。” 她说。

为了让每名教职工都能拥有
强健体魄， 该校每年给教职工提
供20次体育馆免费锻炼机会，鼓
励大家锻炼身体。2016年年底，校
工会举办了全校规模的教职工太
极拳比赛，500余名教职工参加活
动。2017年新年伊始，机关工会还
为校部机关单位发放了羽毛球、
乒乓球、哑铃等健身器材，丰富教
职工的业余生活， 让每位教师都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运动。

教职工节日福利不重样， 福
利品采购实行招投标； 教学楼开
设了职工休息室、 备课室， 教师
课间有了好去处； 校园安装了充
电桩， 开电动车的教职工有地方
充电了……近年来， 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校工会把 “暖心工程” 做
到职工心坎儿上， 满足教职工的
多元化需求。 近日， 该校被中华
全国总工会授予 “全国模范职工
之家” 称号。

1月18日， 在龙潭街道商会
一年一度的 “千户家庭送温暖”
启动仪式上， 商会注册以来精心
策划的 “青春助跑” 定向实习岗
计划正式揭牌启动。

据了解，“青春助跑” 定向实
习岗计划面向地区有需求大学生
展开， 将企业的用工需求和年轻
人的就业需求相结合， 采取分口
征集、归口对接的方式，即由商会
汇总会员企业的具体用工需求，

发布实习岗位， 地区团委以青年
汇为阵地、社区团委为据点，向青
年群体宣传该项目内容， 并实时
登记实习意愿， 定期将两个数据
库进行对接，通过个人意愿征询、
企业面试筛选等环节， 促成双方
实习岗意愿的达成。

实习岗计划是龙潭街道商会
的新尝试， 在继续以往物质慰问
的基础上，增加精神帮扶内容。项
目酝酿期间， 恰逢共青团推出精

准帮扶工作， 使商会把关爱的视
角聚焦在青少年群体， 以促发展
实现帮扶， 为青年更好地走向社
会、尽快适应职场角色提供支持。

当天， 龙潭街道为困难家庭
送去米面油等慰问物品， 同时还
送上书籍 、 福字及龙潭庙会门
票， 希望他们过一个幸福和美的
春节。 启动仪式后， 商会企业还
将深入社区走访， 完成对地区百
户困难家庭的慰问。

龙潭街道启动定向实习岗计划

1月19日， 东城区烟花办在
人流密集的东直门交通枢纽举办
了以 “静候春天” 为主题的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主题宣传活动。 来
自公安等多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向
过往群众开展了安全燃放烟花爆
竹知识的宣传 ， 并现场发放了
5000个印有倡导不放少放烟花爆
竹的环保袋、 围裙和印有 《致全
区居民一封信》 的5000张福字。
记者了解到， 今年春节， 东城区
未设置烟花爆竹临时零售网点。

据区烟花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 目前， 全区已经开展了可燃
物清理专项行动， 并对存在的隐
患进行了排查， 最大限度地将各
类消防安全隐患解决在春节之
前。 其中重点对大屋脊房屋、 筒
子楼、 胡同区、 平房区、 房前屋
后、 露天平台等开展了可燃物的
清理。

此外， 如遇极端干旱天气，
消防支队还将同市政、 园林等部
门适时开展浇湿阻燃措施， 重点
对居民小区内的草坪、 树木、 灌
木丛和烟花爆竹集中燃放路段及
周边小区、 街道内的草坪、 灌木

丛实施洒水增湿作业。
各街道、 地区已经组织建立

了基层组织的互助机制， 建立烟
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 “竹竿队”、
“扫帚队”、 “劝导队”， 配备扫
帚、 竹竿、 沙袋、 铁锨等简单器
具， 主动劝阻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人员停止燃放行为。

由于东城今年没有烟花爆竹
临时零售点， 市民燃放需求出现
空当， 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违规烟
花流入的可能性。 为此， 东城区
公安分局、 工商分局、 安全监管
局、 城管执法监察局、 交通支队
全面提升了防范措施手段。 在全
面加强对过境车辆检查力度， 严
防违规烟花流入的同时， 提升出
租房、 空房、 空院、 地下空间的
检查管控， 严防非法囤积存储。
通过举报奖励和企业打假维权，
加大打击力度。

东城区烟花办倡导市民不燃
放烟花爆竹， 并鼓励市民积极举
报违法生产、 销售、 运输烟花爆
竹等违法行为， 并对举报人予以
奖 励 。 区 烟 花 办 举 报 电 话 ：
84081233。

春节将至， 为了提高社区居
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确保辖区单
位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
西三旗街道安全生产办公室与悦
秀园社区共同开展了 “家庭防火
知识培训暨演练” 活动， 活动特
邀请了消防部队官兵现场为大家
进行消防安全知识讲解和灭火演
练指导。

活动现场共有来自社区的居
民、 社区工作人员、 安全员等80
余人参加了本次消防演练。 消防
官兵首先向大家讲解了家庭防火
知识、 火灾初期扑救知识、 火灾
逃生自救方法、 灭火器使用方法

等消防安全常识， 并告诫大家在
遇到火灾时要及时拨打 “119”
报警， 保持沉着、 冷静， 采取安
全方式迅速逃生等内容。 最后还
邀请现场人员亲身体验如何使用
干粉灭火器、 利用灭火逃生瓶扑
救初起火灾等， 并对大家出现的
错误及时进行了纠正。

通过这次家庭防火知识培训暨
演练活动，进一步普及了社区居民的
消防安全知识， 提高了广大社区
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增强了社
区居民和工作人员的自救自防和
应急处置能力， 确保广大社区居
民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春节。

□本报实习记者 闫长禄

通州警方严查“黑花炮”

通州警方近日在全区开展对
非法运输、 储存、 销售烟花爆竹
行为的打击工作。 记者了解到，
1月份以来 ， 共查处非法运输 、
储存烟花爆竹案件6起， 收缴各
类非法烟花爆竹1123箱， 行政拘
留6人。

1月13日， 通州公安分局治
安支队根据摸排线索， 会同次渠
派出所对马驹桥三街村一民宅进
行检查。 民警从该处民宅两个房
间内共查出藏匿起来的各类非法
烟花爆竹704箱。 存放烟花的地

方距离民宅内的厨房和出租房非
常近，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下
一步， 通州警方还将加大对辖区
多个重点点位的检查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