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马超 通
讯员 刘鹏 ） 记者昨天从北京住
总集团获悉， 该集团轨道市政总
承包部地铁7号线东延02标项目
部工会组织成立了 “工友爱心服
务队”，并开展义务体检、义务理
发、义务代购火车票、代收邮件包
裹、一封家书送温暖等“五个一”
关爱活动。

据项目工会负责人介绍 ，成
立工友爱心服务队， 举办 “五个
一”关爱活动，是为了更好地促进
项目的施工生产，营造“尊重农民
工、关爱农民工”的良好氛围。

在义务体检方面， 项目工会

对农民工定期进行血压、血糖、心
电图等重要指标体检， 在保障农
民工生命健康的同时， 也让他们
能够更加安心的投入到一线施工
生产中去。在义务理发方面，项目
部工会联合北京鲍豪斯美发学校
10余名技师， 将利用周六日及平
常中午11点至13点工闲时间，每
月一次到达现场劳务人员生活
区， 共同为工人送去义务理发服
务，解决施工人员最实际的问题。

面对农民工一没时间排队买
票，二不懂电脑无法网购，买票难
现象， 项目部办公室提供了重要
节假日代购火车票服务， 帮助农

民工早日与家人团聚。 由于项目
部工点众多， 部分工点无法获取
准确位置， 造成收取邮件包裹困
难，经与保安公司协议，统一由办
公区保安代收， 并分拣到各工点
保安手中， 确保每位农民工都能
及时收到家人的情谊。

项目部还将持续开展为家属
寄一封慰问信、 一张劳动照片活
动，为农民工提供一对一服务，亲
笔代写家书。 项目部工会通过这
项活动， 一方面让为地铁建设发
展做贡献的建筑工人安心工作，
同时也让他们远在家乡的亲属感
受到一份来自项目部的温暖。

住总轨道市政部有支“工友爱心服务队”
义务体检、理发 代购火车票 代收邮件包裹 寄一封家书

本报讯 （实习记者 赵思远）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稽查大队近日
召开青工技术比武表彰暨培训工
作动员会。 会上对2016年青工课
堂及青年职工技术比武活动进行
了总结。今年，稽查大队将结合集
团人才培养工作方针及查处违规
用水业务职责， 确定青年职工培
训工作的重点。

据了解， 稽查大队每季度组
织青工课堂， 邀请有经验的老稽
查员进行授课， 结合工作经验为

青工进行培训。 本着巩固培训所
学知识、考查培训学习效果，大队
还陆续举办了规模较大的青工技
术比武。比赛包括三个科目，包括
水表示数读取、违章调查叙述、水
费计算和水量分析。 培训和技术
比武受到了新老职工欢迎， 很多
老职工毫无保留地将经验传授给
青年职工。据介绍，今年稽查大队
将强化培训工作考核， 严格培训
登记制度， 以及将培训工作考核
同奖励挂钩。 赵思远 摄

自来水稽查大队“老带新”促青工提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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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实 习 记 者 闫 长
禄） 近日， 房山区青龙湖镇总工
会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共100余
职工参加活动， 以增强机关职工
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此次讲座邀请了北京广阳博
海医院院长张海滨 ， 张院长以

“新鲜中药在医疗和养生方面提
升功效的独特优势” 为主题， 深
入浅出的讲解了中医历史、 中药
理论， 中西医结合等内容。 活动
中， 张院长还针对职工关心的健
康养生等话题进行解答， 并为现
场30余名职工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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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VR虚
拟体验太有必要， 让我感受到高
空坠落、脚手架倾覆等危险环境，
切身融入事故环境， 了解事故发
生原因， 以后我一定熟练掌握作
业技能，预防事故发生。”一位一
线工友说。6月2日，中建一局集团
安全生产月启动大会在中建一局
三公司北京金茂府项目举行。

启动会上， 中建一局集团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刘立新表示，中
建一局集团将深入贯彻上级单位
的各项要求， 全面落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 践行工匠精神与
先锋文化， 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持
续贡献力量。 启动会结束后，200

余人来到安全体验区 ， 体验了
“VR虚拟+实体”安全设施，通过
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 体验
真实建筑生产安全事故， 感受事
故过程，了解事故发生原因。

自开工伊始， 该项目管理团
队一直实行“策划先行、全周期管
控”，在安全管理上“抓细节、重实
效、强执行”。在农民工安全教育
方面，坚持“中建一局组合式安全
教育模式”的基础上，融合中国金
茂 “一对一考核”“实操考核”模
式，创立“入场安全教育———体验
式 安 全 教 育——— 一 对 一 考
核———实操考核———张贴培训合
格标识、办卡”等五步走的安全教

育培训体系。
在安全教育中， 该项目部还

利用多媒体工具箱 、“VR虚拟+
实体”体验设施，使工人学习到施
工安全知识， 真正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 提升整个施工现场的安全
管理水平。

职工“体验”安全事故提升防范意识

青龙湖镇百余职工聆听中医养生

中建一局集团启动安全生产月

平谷工会“五心”打造职工服务之家
耐心 细心 诚心 热心 爱心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耐心、
细心、 诚心、 热心、 爱心……平
谷区总工会用 “五心” 打造职工
服务之家， 把服务送到职工的心
坎儿上。

在耐心方面， 平谷区职工服
务中心对咨询者来访和来电咨询
的职工耐心解答， 积极主动讲解
涉及职工利益的政策和关心的问
题。 在细心上， 平谷区总工会利

用文化活动、 微信公众号平台、
QQ群、 微信群等媒介进行细致
宣传 《工会法》 《劳动合同法》
《工资集体协商 》 等政策法规 ，
不断提升职工福利。

在诚心上 ， 平谷 区 总 工 会
开展勇于担当系列主题活动 ，
培养职工担当意识， 主动作为，
对职工服务做到用心、 诚心、 贴
心， 周到热情， 简化流程办事，

对困难职工进行 “一对一跟踪
式” 服务。

此外 ， 区总工会还非常热
心， 对新建工会职工之家进行走
访慰问， 梳理、 引导基层工会以
及企业职工的生活、 工作， 协助
建好职工之家。 同时， 工会不忘
“爱心”， 职工遇到困难问题时，
及时竭力协助解决 ， “第一时
间” 为职工排忧解难。

一一线线建建设设者者
获获爱爱心心大大礼礼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金海湖镇总工会以全民健
身和科学健身为主题开展公益大
讲堂活动， 来自机关和企业不同
岗位的100多名职工参加。

本次讲堂邀请了平谷区妇幼
保健院副主任医师贾宝兰授课。

贾老师用风趣幽默的形式教授职
工如何科学健身以及提高免疫系
统功能。贾老师通过案例、互动等
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健身的魅力，
也教会大家许多实用的健身方
法。讲堂结束后，职工还就日常健
身问题与老师进行探讨与交流。

金海湖镇总工会举办健康大讲堂

通州区新华街道总工会日前与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 妇联、 计
生办一起来到城市副中心商务中心建设工地， 为奋斗在一线的建设者们
“送清凉、 送健康、 送书籍、 送演出”， 受到建设者的欢迎。

本报记者 李一然 通讯员 王震 摄影报道

（上接第1版）
今年考试院坚持对考务人员

进行四级培训，逐级、全员签订考
试安全和考风考纪责任书， 切实
增强考务人员的法律意识、 责任
意识， 提高考务工作管理水平和
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除了教育
部门外，还有公安、交通、保密、宣
传、网信、无线电管理、工商、住建
委、城管、卫生、供电、气象和公交
等部门参与高考安全保障工作，
为平安高考保驾护航。

开考前，如果遇到试卷、答题

卡分发错误， 试题字迹不清、重
印、漏印或缺页等问题，考生要及
时向监考教师说明， 由监考教师
用备用卷替换。 考场上如果出现
呕吐、腹泻、晕厥、抽筋、急于上厕
所等情况，考生可举手示意，由监
考教师酌情处理。一般情况下，考
生会在监考教师的陪同下临时离
开考场， 由医务人员进行紧急处
理。如果身体允许，考生可继续应
考，但考试时间不延长。若考生不
能坚持参加考试， 等于放弃本科
目的考试机会，不予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