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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力开办总经理联络员培训班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婧 朱春

晔） 近日， 国网北京电力公司举
办第三届总经理联络员培训班 ，
以提升总经理联络员政治素养、
业务水平及参政议政能力。

据介绍， 当前北京电力公司
各项改革发展任务艰巨， 电能替
代、 智能电网建设等工作任务繁
重。 本次培训班邀请了全程参与
公司重点工作的专家进行主讲。
主讲老师对当前形势任务与重点
工作进行了深度解读， 并就北京
电网 “十三五” 规划、 “三集五
大” 体系优化升级、 班组建设与

管理进行了专题授课。
来自不同岗位的总经理联络

员表示， 此次培训内容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 将把学习成果应用在
今后工作中。

本报讯 （记者 马超）“未来，
这一片厂房就是职工们关注的职
工之家，目前正在建设中。”京能
集团石景山热电厂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武秋林指着
沙盘上的一排楼房说。 新建工厂
同时建设职工之家， 是工会对京
外职工的关爱。 这是记者昨天探

访京能涿州热电厂时了解到的。
据武秋林介绍 ，2015年石景

山热电厂关停后在涿州建新厂，
一期总投资约36亿元。 项目投产
后，可直接替代京冀两地高耗能、
高污染的燃煤小锅炉488台，今年
冬天将为涿州和房山的百姓供
热 ， 目前新建电厂供热面积达

1700万平方米。
原厂关停后 ，现有 400余职

工一起 来 到 河 北 涿 州 上班 。为
了让职工有个舒适的“家”，工会在
工地上建设了临时职工之家， 包括
职工食堂、单身宿舍和活动室等。

考虑到北京职工搬迁到京
外，口味不适应，工会还成立了伙

食委员会，每月对菜品进行评价、
调整。 单身宿舍方便加班职工住
宿，晚上就不用返回京城。活动室
内有台球、乒乓球等娱乐设施，极
大方便了职工紧张工作之余的业
余生活。

“建厂同时就建职工之家，工
会一直把关爱职工当做一件大事

来抓。未来的职工之家设施齐全，
将有室内篮球场、健身室等。新工
厂投产后职工之家可以同步使
用。”武秋林说。

工会在建职工之家时进行了
细致考虑，还将打造微餐厅，为值
班的一线职工提供用餐服务，职
工可以24小时用餐。

新建工厂的同时建设职工之家
京能集团石景山热电厂关爱京外员工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平谷
区总工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个字中的 “敬业” 为核心， 推
出的以 “敬业八小时， 做好今日
事 ” 为主要内容的 “八小时约
定” 活动落幕， 这是记者昨天从
平谷区总工会了解到的。

该活动通过作品征集、 主题
创作、 网络互动、 宣传推广、 成
果展示等活动形式， 面向全区职

工开展随手拍摄影图片、 书画作
品创作、 千字以内微小说等征集
活动， 展现了全区职工爱岗敬业
的职业精神， 培养了职工恪尽职
守的工作态度。

通过层层选拔 ， 活动共评
选 出 万 国 凤 等 8人为 “书画优
秀奖”， 赵海杰等5人为 “摄影优
秀奖”， 唐兴晔等5人为 “征文优
秀奖”。

平谷18名职工获“八小时约定”优秀奖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通讯员
方洪 ） 党员入党必须年满多少
岁？ 预备党员有表决权吗？ 对党
员的处分是哪五种？ 近日， 建工
博海国际事业部党总支自编党的
基本知识答卷发放给全体党员，
把党员承诺和如何发挥党员模范
作用放入答卷中 ， 提高党员意
识、 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

据了解， 该部党总支总结以

往工作经验， 在编辑 《两学一做
专栏》 网络学习园地的基础上，
面对党员分散的实际， 自编党的
基本知识答卷， 通过电脑办公平
台、 手机QQ群和微信发给每名
党员答题。 此外， 七一前夕， 该
事业部党组织结合工作实际， 还
将在京外工程和机关党员分别开
展专题党日活动 ， 参观红色遗
址， 重温入党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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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赵忠航 王策）“上菜啦！这个小白
菜从采摘到餐桌不到3个小时，绝
对新鲜可口，快尝尝！”中铁二十
二局集团四公司金台铁路项目部
厨师大姐招呼着说。近日，该项目
小菜园里的蔬菜丰收了。

据项目党工委书记李福良介
绍，项目上场之初，因建设需要便
建立了三个工区， 加上指挥部人
员，职工人数一下子增加了200多
人，这么多人吃饭是个大问题。南
方菜场上菜品虽种类繁多， 但大
多数不符合北方人的口味。 如何
让职工吃好、吃得放心呢？小菜园
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为了让小菜园长期为职工提
供蔬菜， 项目部将日常维护工作
包产到班组，并开展了“我的菜园
子”责任田认领活动。将现有的菜
地划分为10块， 职工每五人组成

认领小组，抽签取得了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同时项目部还成立了
菜园子管理小组， 每月对各小组
菜地种植、灌溉等情况进行检查。

从菜品的采摘、 运输到餐桌
控制在3个小时之内，既满足员工
的味蕾， 同时也保证了菜品的卫

生安全与新鲜度。 餐桌上的菜品
质量得到了质的提升， 职工们吃
的开心，也吃的放心。此外，项目
部食堂还积极提供加班餐、 生日
面、 病号餐等， 切实考虑职工真
实需求， 让职工体会到家庭般的
温暖与关爱。

建工博海自编答卷提升党员责任意识

将对技能竞赛中获奖职工予以奖励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 近

日， 顺义区总工会以 “疏解非首
都功能， 促职工技能提升” 为工
作目标， 全面助推基层开展经济
技术创新工作， 出台了 《经济技
术创新工作三年助推计划实施方
案 （2017年-2019年）》。

该助推计划是区总工会推出
的一个面向全区基层单位、 工会
会员的普惠制服务项目。 根据计
划， 基层工会开展本系统级别、
区级以及市级以上职业技能竞
赛， 并对在区级、 市级及以上级

别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的职工予
以奖励。

在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划基
础上， 区总工会将扩大职工取得
等级证书助推范围， 对所有取得
由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颁发
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及相关行业
颁发的执业资格等级证书的会员
予以助推。

此外， 以职工创新工作室为
平台， 将对在区级创新工作室 、
名师带徒 、 创新项目、 创新成
果以及一线职工职务发明专利等

评选活动中获评的单 位 和 个 人
进行助推 ， 并优先推荐参加市
级评选。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
该助推计划是顺义区总工会围绕
全区 “首都功能的重要承载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前沿区、
城市副中心的重要支撑区” 的发
展方向， 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的重要举措， 旨在通过建立助推
体系， 充分发挥工会组织 “大学
校” 作用， 激励职工立足本职、
岗位创新的氛围。

重重温温历历史史 近日，房山区水务局工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学习系列活动，组织干部职
工参观长辛店二七纪念馆。活动的开展为干部职工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
教育课。职工表示，通过参观学习，充分感受到团结、奋进的二七革命精神，今
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水务工作中。 本报实习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项目小菜园让职工吃上“放心餐”

顺义工会出台技术创新助推计划

中中高高层层管管理理干干部部学学减减压压
6月3日， 在市总工会专项资金、 北京博阳社会工作师事务所的支

持下， 海淀 “万寿路地区职工管理技能培训班” “三月雨集团 ‘黄
埔军校’ 第十二期培训” 在北京三月雨文化传播公司开班， 85位中高
层管理干部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从 “如何有效的管理团队” “如何轻
松减压” 两方面对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讲授， 以提高管理者的素质，
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 本报实习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