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气温的持续升高，一线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保证职工身体健康，近日，公交集团第二客运分公
司第二车队党支部书记带领车队管理人员在所辖线路重点站台为职工发放降温饮品。 通过此次送凉爽
活动，不仅调动了职工运营积极性，也让职工感受到企业无微不至的关怀。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近日，
怀柔区集体协商 “要约行动月”
活动正式启动。 在为期一个月的
活动中， 各基层企业工会将紧紧
围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促进劳
动关系和谐发展这一主线， 注重
依法推进集体协商， 提升集体协
商质量， 依法履行好工会维权基
本职责， 把 “职工之家” “娘家
人” 的称号做得更加名副其实。

此次集体协商要约行动在重

点关注做好百人以上企业规范建
制的同时， 全区各级工会组织将
以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为重点领
域， 以行业、 区域协商为重点形
式， 以劳动报酬为重点内容， 以
一线职工、 农民工、 劳务派遣工
为重点对象， 广泛开展新一轮集
体协商要约。 确保全区集体协商
建制率动态保持在90%以上， 其
中百人以上企业建制率保持在
95%以上。

为促进建制企业做到程序规
范、 内容具体、 效果明显、 职工
满意， 全区各级工会组织把提升
集体协商质量、 增强集体合同实
效贯穿于深化集体协商工作全过
程， 努力实现数量与质量、 规模
与效果相统一。 把动员广大职工
全过程参与作为深化集体协商工
作的动力， 落实职工参与权， 扩
大职工参与范围， 真正做到维护
职工权益， 促进企业发展。

同时， 各镇乡、 街道、 开发
区还将培养一批企业、 行业和区
域集体协商工作典型 ， 以老带
新、 以点带面， 通过召开现场观
摩会等形式， 发挥典型的示范引
领作用 。 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方
式， 营造依法要约、 依法协商的
氛围； 宣传 “调整工资要协商”
“化解劳动关系矛盾靠协商” 的
观点 ， 培育协商理念和民主意
识； 宣传典型企业开展集体协商

的实际成效， 促进社会各界人士
加深对集体协商制度的理解， 消
除误区， 凝聚共识。

据了解， 在 “要约行动月 ”
活动中， 怀柔区将分类确定协商
重点， 指导企业结合实际， 就职
工福利费、 教育经费使用、 劳动
保护标准、 高技能人才待遇、 职
工带薪休假等进行协商， 增强集
体协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扩大
职工群众的获得感。

怀柔集体协商“要约行动月”重在实效
确保全区集体协商建制率90%以上 百人以上企业建制率95%以上

本报讯 （通讯员 蒯文琴） 近
日，航天科工二院203所组织职工
志愿者进社区开展亲情陪伴空巢
老人一小时活动， 打造社区服务
平台，践行乐于助人的志愿精神。

活动中， 志愿者首先在老师
的带领下做“拍拍操”、开展抓逃
游戏等， 通过成员间相互亲密接
融， 增进了大家彼此间的熟悉程
度，很快融入到快乐的集体中。其

中，3名青年志愿者为现场的空巢
老人朗读了 《为什么不可以优雅
变老》 一文， 文章通过实例的描
述， 为大家正确引导了步入老年
阶段的健康生活方式、 人生观及
价值观。

一位老人说：“活动让我们开
心，感觉越活越年轻！也让我们学
会了要优雅的生活着。 我们很期
待下一次活动的开展。 ”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本报讯 （实习记者 闫长禄）
正值夏季高温， 为了确保纯电动
出租车充电、 运营安全， 近日，
房山区房安新月公司工会成立安
全工作小组， 开展为期15天的车
辆充电桩夏季安全使用大检查。

此次家充桩安全大检查涉及
公司全部运营车辆。 检查小组依
据运营为主、 分片划分、 逐一走

访、 重点排查的工作原则， 对全
部家充桩线路、 电压、 人员使用
操作、 灭火器及防汛物资配备进
行检查。 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 此次开展的安全大检查工
作， 从保障职工人身安全、 运营
安全的角度出发， 从根本上杜绝
了职工在工作中违规操作等安全
隐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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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记者
昨天从平谷区总工会集体协商指
导小组了解到， 从2011年开始 ，
北京金通远建筑工程公司职工工
资实现7年七连涨， 目前职工工
资平均月收入超过6000元。

前不久， 该公司劳资双方协
商代表， 围绕着今年职工工资、
奖金、 过节费、 住房公积金、 带
薪休假、 劳动保护、 技能人才奖
励、 教育经费等8项议题进行协
商。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经职代
会审议通过。

今年7月开始，公司将克服企
业经济形势紧张的困难， 为职工
缴纳住房公积金。 职工最低工资
标准由2016年1900元增加到2000
元， 职工工龄工资由2016年以前
多年来的1元增加到20元。以2016

年职工过节费100元为基数，增加
职工过节费。 以2016年职工年终
奖金基数增加职工年终奖金。

根据企业生产实际， 公司实
行弹性带薪休假制度， 在保证职
工节假日休息休假时间不减少的
基础上， 选择生产淡季增加职工
带薪休假18天。

职工参加各类技术职称培训
费用， 由企业给予报销。 中级技
术职称技术人员每月享受技术津
贴600元， 高级技术职称技术人
员每月享受技术津贴1000元， 一
级建造师享受年终一次性奖励基
金20000元， 二级建造师享受年
终一次性奖励基金10000元 。 企
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由20多万元
增加到80多万元。

该公司工会主席张殿军表

示， 经过劳资双方多轮协商， 职
工期盼已久的 “企业为职工缴纳
住房公积金” 议题， 如今成了现
实， 职工幸福 “花开节节高”。

北京金通远建筑工程公司始
建于1983年， 是平谷区一家集建
筑施工、 装饰装修、 园林古建、
市政工程、 建筑防水、 机电设备
安装及教学培训等综合能力为一
体的大型股份合作制企业。

金通远建筑职工工资实现7年7连涨

房安新月工会开启安全用电大排查

公司今年将克服经济紧张困难仍为职工增加过节费和年终奖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闻江 王国庆）中建二局建立的局
和公司两级总部视频监控指挥中
心可实时管理在施项目安全，这
是记者近日从2017年北京市建设
系统安全生产暨绿色施工整治月
活动中了解到的。

此次活动在金茂丰台科技园
28A地块项目启动。 有现场推广
使用安全信息二维码， 还有2016
年该局自主研发的 “工程项目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信息系统”，

现已在992个项目上线运行，实现
了实时掌控现场隐患和分级预
警。据了解，该项目利用VR技术
体验高处坠落时的恐怖感受，在
环境监测仪监测到PM2.5局部超
标时联动启动喷淋降霾装置，在
现场危险部位时有自动语音播报
器进行安全警示， 先进技术和绿
色安全管理措施被大量运用到该
项目， 打造出多元化的安全教育
体验方式、绿色施工、机械设备智
能化管理三大亮点。

中建二局视频监控中心实时查安全

航天职工志愿者社区陪伴空巢老人

6日下午，由通州区国税局党委主办的2017年“建设城市副中心，我
有我精彩”演讲比赛拉开帷幕。当天，通州区国税局、区总工会等多家单
位领导及国税局职工200余人， 共同聆听了10名税务干部的精彩演讲。
演讲内容围绕着各自岗位的奉献故事， 以及为城市副中心建设提速等
展开，展示了税务人的风采。 本报实习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工工会会送送清清凉凉 温温暖暖运运营营路路

高温天气来袭， 电车保修
厂在做好夏季车辆保障的同
时， 深入车间部室， 看望慰问
坚守岗位的一线保修职工， 为
他们送去了绿豆汤、 矿泉水和
毛巾等防暑降温物品。 同时，
该厂还积极落实夏防措施， 控
制季节性故障， 启动了冷却系
统的新一轮清洁和清理， 结合
各级保养和重大小修， 严把进
场车辆的季节性技术特性， 确
保夏季安全生产万无一失。

通讯员 曾荣 摄影报道

税务干部讲述岗位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