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1版)
“首都职工创业小额贷款 ”

贷款对象为： 北京市总工会管理
的工会会员， 身体健康， 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 具备一定劳动
技能， 有创业能力和创业愿望的
企业内部需要转岗分流人员、 下
岗失业人员、 农民工、 困难职工
以及困难职工家庭子女 （建档困
难职工子女）、 高等院校毕业生
自谋职业依法开办的个体工商
户； 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自主、
合伙创办的有一定发展前景， 可
以吸引下岗失业人员、 困难职工
就业的小型、 微型企业。

贷款额度为： 自谋职业依法
开办的个体工商户贷款额度最高
不超过10万元； 自主、 合伙创办
的小型、 微型企业贷款额度最高
不超过30万元； 属于国家、 市级

相关部门认定的创新项目， 能够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贷款额度最
高不超过50万元。

刚刚与银行签署了30万元贷
款合同的哞哞小花牛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是一家以社区鲜奶销售为
主的 “双创” 企业， 创办3年时
间已发展了27个连锁店 ， 吸纳
100多人就业， 其中有近40名为
下岗、 待岗职工。 “今天太开心
了！ 就在企业想进一步扩展而苦
于资金不足的时候， 工会推出了
这项服务， 能为我们解决大问题
啊 ！ ” 该 公 司 创 始 人 蔡 洁 说 ，
“对于我们小微企业来说 ， 这不
仅仅是资金上的扶持， 更重要的
是精神上的鼓励， 说明有人在热
情地关注我们。 我们一定不辜负
工会组织的期望， 把企业办好，
多为社会做贡献！”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韩 坤 零
李建军 ） 近日 ， 北京城建置业
有限公司以 “迎六一， 共庆儿童
节” 为主题， 组织员工家庭来到
中国航空博物馆进行参观， 并为
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
教育课。

一大早， 孩子们在家长的陪
同下来到了中国航空博物馆， 跟
随解说员来到了航空博物馆广场
中央的 “天魂碑” 进行瞻仰。 在

航空英雄烈士纪念碑前 ， 孩子
们肃然起敬 ， 依次向为我国航
空事业献身的先烈们敬献鲜花。
献花完毕后，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
下， 大家又来到了飞机大厅进行
参观。

通过此次 “亲子家庭” 参观
游览， 孩子们清晰地了解了我国
航空飞机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在参观游玩的同时上了一堂生动
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城建置业职工亲子活动感受爱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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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房山区人力社保局、
区教委、 区总工会、 区工商联主
办，良乡镇政府协办的“民营企业
招聘月” 专场招聘会开进良乡镇
官道村，将岗位送到百姓家门口。
活动当天，凯达恒业、华冠商业、
韩建河山等58家企业现场提供销
售、车间工人等岗位1288个，参加
招聘的人员达1500余人， 当场达
成就业初步意向285人。

本报实习记者 闫长禄
通讯员 郭伟娜 摄影报道

送送岗岗位位上上门门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连博）近
日， 北京建工新材公司第二党支
部组织召开了 “组织发展交底
会”，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将新的入
党流程向大家进行讲解， 并根据
每一位职工的不同发展阶段，制
定“私人定制”交底书。党员发展
的不同阶段的人员收到了自己的
“培养交底书”， 明确了自己下一
步应该做的工作； 同时作为培养
人也收到了交底书， 清楚了解到
作为培养人的职责。

据公司第二党支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切实做好党组织建设，
结合二支部不同阶段人员较多、
情况不同、地域分散的情况，通过
“私人定制”细化四个不同阶段的

人员的培养工作，其中包括5名入
党申请人、5名积极分子、2名预备
党员以及培养联系人、 介绍人8
人。同时，结合每一位积极向党组
织靠拢职工的自身特点和工作岗
位要求，制定了符合个人情况“一
对一”细化交底条款。

入党积极分子刘永志说 ：从
《入党申请书》到《思想汇报》每一
步过程党组织都针对我个人情况
“私人定制”方案计划，并为我指
派了同系统内业绩突出的优秀党
员作为培养联系人进行“一对一”
指导，在交流思想的同时，对业务
工作的提升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党组织为我制定的专项学习计划
真是周到又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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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劳模进校园讲述奉献故事
首师大科德学院授予5位劳模驾驶员为“校外辅导员”

本报讯（记者 白莹） 22日，
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
局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党
委、北京市交通运输工会、北京
北方投资集团联合主办， 北京
北方&北创出租公司、首都师范
大学科德学院承办的 “劳模进
校园” 活动在首都师范大学科
德学院举行。5名先进模范用亲
身经历现身说法， 向学生们讲
述点滴故事，现场掌声连连。

在一个小时的报告中，1000

余名师生聆听了劳模们的先进
事迹。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王建生在 18年的运营服务
中， 真诚热情地为每一名中外
乘客提供周到服务。 他还是北
京市出租汽车行业节能驾驶汽
车能手。为保养好车辆，他建立
的《行车情况记录》用宝贵经验
换来了18年来无违章、无事故、
无投诉，满意率达到100%；总结
出的节能减排 “生态驾驶五步
法 ”，为北京节能减排 、缓解污

染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自纵横出租公司， 曾荣

获全国孝星， 出租行业优秀共
产党员、 先进工作者，2017年度
“首都劳动奖章”等荣誉的来国
英是一名女驾驶员。多年来，她
立足驾驶岗位、真诚服务乘客，
并带领党员车队热心社会公
益，传递社会正能量。

劳模们用朴素的语言 、真
挚的情感阐释了劳动创造生活
的涵义， 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
掌声。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
还授予5位劳模驾驶员为“校外
辅导员”，在今后的教学中，5位
劳模将以辅导员身份走进校
园，为学生讲授劳动光荣、劳动
崇高、劳动伟大的理念。

北京北方&北创出租汽车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永成
说 ，希望能以 “劳模进校园 ”为
契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引导师生、员工崇敬劳模、学习
劳模 、崇尚劳动 、热爱劳动 ，让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的理念在
师生、员工中蔚然成风。彭程 摄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昨天，
东城区崇外街道总工会启动 “集
体协商要约行动月” 活动， 将利
用一个月的时间 ， 采取入户宣
传、 联合检查、 展台宣传、 现场
咨询等形式， 加深工资集体协商
在职工心中的印象。

活动挑选了职工往来较为密
集的新世界百货商场一期门口，
拉开横幅摆开展台， 工会法、 集
体协商、 工会卡服务、 职工互助
保障等宣传材料整齐码放 。 现
场， 新创机电建筑公司、 新世界
百货、 李柯伦治派遣公司等非公
企业的工会负责人闻讯赶来， 希
望了解到更多工资协商知识， 回
到单位更好地为职工普及。

港资企业新创机电建筑公司

工会委员刘立东表示， 自己的公
司2012年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目
前已经续约两次。 从最初的不了
解， 到现在的顺利续签， 大家越
来越重视自己的权益。

崇外街道总工会主席朱少敏
表示 ， 希望通过 “行动月 ” 活
动， 促进企业依法建立平等协商
集体合同制度， 构建和谐稳定的
劳动关系。 于佳 摄

东城崇外街道“摆台”宣传工资协商

中建二局土木公司为职工健康“买单”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孙英超 ）“体检内容里多了项肺
部专项检查 ， 项目真是太贴心
了。”近日，中建二局土木公司唐
曹项目员工在拿到体检明细单时
由衷说道。 同样享受加项体检的
还有50余名职工。

据了解， 该公司唐曹项目为
关爱职工健康，预防疾病危害，组
织开展了职工健康体检活动。此
次体检除血常规、放射检查、心电
图、彩超检查等多项常规检查外，
还考虑到项目临近当地多家化工
厂，环境污染严重的特殊情况，特
地为职工增加了肺部专项检查，

全面了解职工肺部健康。同时，项
目工会还对体检结果进行汇总，
对职工的健康状况以及体检中发
现的问题认真记录， 建立健康档
案，及时反馈给每位职工，做到有
病早治疗，无病做好预防。

建工新材“私人定制”职工发展计划

本报讯 （通讯员 孙玉 ）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 昨
天， 北京教育学院朝阳分院附
属学校和平房小学少先队员代
表来到北京汽车博物馆上了一
堂特别的少先队活动课。 全国
劳模、 公交集团第一客运分公
司乘务员张鹊鸣， 为少先队员
进行了精彩的 “绿色交通·安
全出行” 宣讲。

平房小学处于平房村交通
主干道， 路上车多杂乱， 自行
车道、 行人道和机动车道划分
不清楚， 他们上下学的交通安
全一直都是学校教育的重点 。
当天 ， 新队员学习入队第一
课， 增长了交通安全知识。 张
鹊鸣告诉孩子们， 当行走在路
上时， 不仅要做到遵守交通规
规， 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还要

绿色出行， 采用对环境影响最
小的出行方式。 多乘坐公交汽
车、 地铁或者自行车。 短途步
行， 中途骑行， 远途公交， 就
是绿色出行。

孩子们仔细听 、 认真记 ，
积极参与现场互动， 为文明出
行 、 绿色出行打好基础 。 当
天， 平房小学红通社的小记者
还对张鹊鸣进行了采访。

公交劳模进校园宣讲安全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