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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开集团方庄物业公司工会近日联系到东直门中医院针灸科大夫， 开展了以地
下室办公职工为主、 为期4天的亚健康义诊活动。 据了解， 为方便职工正常工作，
工会带领医生分别到有地下办公区域的分公司， 送义诊到职工身边。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摄影报道

送送义义诊诊
到到基基层层

绿都供暖公司签订工资集体协议

本报讯 （特约记者 赖志凯
张千） “生命就是这样 ， 如同
水 晶 般 的 花 朵 ， 美 丽 却 脆 弱
……” 6月 9日下午 ， 在中建二
局一公司 “安全月 ” 暨 2017年
“安康杯” 启动仪式上， 四名职
工深情地诵读 《安全在我心中》。
本次活动是中建二局工会开展
“春夏秋冬四节送安康” 系列活
动的一个缩影。 该工会根据季节
变化， 组织相应的特色活动， 形
成了 “春送祝福、 夏送清凉、 秋
送安康、 冬送温暖” 系列活动，
自2013年开始举办 “四送” 系列
活动至今， 已累计投入资金300
多万元， 并带动全局各单位投入
资金1100多万元， 惠及70多万名
职工和农民工。

据中建二局公司工会副主席

田川介绍， “四送” 系列活动起
源于2008年， 中建二局首次启动
“安康杯” 劳动竞赛， 之后根据
季节的变化， 结合建筑行业特点
和职工需求， 打造了多种特色安
全活动， 逐步发展成为 “春送祝
福、 夏送清凉、 秋送安康、 冬送
温暖” 系列活动， 2011年， 中建
二局在全国首推 《“安康杯” 竞
赛标准指南》， 并被全国安监管
理系统学习推广， 成为各单位举
办劳动竞赛的典型示范。

“春送祝福”， 春节过后施工
生产活动步入正轨， 该公司工会
对 “安康杯” 竞赛工作精心策划
布置， 召开启动大会， 落实全年
竞赛工作部署， 制定活动主题，
营造竞赛氛围。 借此机会， 工会
把启动仪式办成强化职工安全生

产意识的教育活动， 并给他们送
去 安 康 祝 福 。 在 中 建 二 局 ，
每 一 位职工必须参加入场教育
才能进入施工现场进行作业， 未
达到三级安全教育要求的新人不
得上岗工作。 每年， 通过 “安康
杯” 接受安全教育的人数达到18
万之多。

“夏送清凉”， 公司工会在高
温季节采取防暑降温措施 ， 保
证防暑降温费按规定及时发放
到人， 为职工准备多种防暑降温
饮食、 标准药盒、 防虫药品。 工
会还不断改善他们的住宿条件 ，
确保空调 、 电扇和淋浴设备正
常使用， 保证暑期休息质量， 严
防中暑事件的发生。 仅2016年 ，
全局工会已将清凉送到368个项
目， 慰问72915人， 慰问金额298

万元。
“秋送安康”， 在季节变换之

际， 工会以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和
确保健康为主题， 指导职工防治
各类病害， 及时发放必备药品。
利用中秋节、 国庆节， 做好食堂
管理工作， 注意饮食卫生， 严防
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并开展重要
节假日 “一封安全家书” 活动，
发动职工和亲属之间互写书信，
提醒职工遵守安全生产规程、 避
免职业伤害。 工会坚持每年联系
社区卫生部门， 为上万名职工进
行了健康检查 ， 仅 2016年就为
24530人进行了体检。

“冬送温暖”， 工会严格做好
职工防寒保暖， 确保送温暖工作
落实到位。 在保证职工住宿和工
作场所达到防寒标准的同时， 严

防煤气中毒事故发生。 在寒冷的
冬天， 食堂采取保暖措施， 保证
吃上热饭热菜， 并配发保暖手套
等冬季劳动保护防寒用品， 保证
不在工作中发生冻伤事件 。 仅
2016年 “冬送温暖” 活动， 就慰
问18037人 ， 发放款物合计金额
356.75万元。

“我们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
不 断 创 新 服 务 内 容 和 形 式 ，
如 在 互 联 网 条 件 下 ， 推 出 了
‘互联网+安康 ’ 品牌活动 ， 当
职工手机连接WiFi时， 需答对安
全问题后才能自由上网， 以此提
升职工安全意识。 组建 ‘职工安
全督察队’， 通过工友监督及时
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 搭建项目
与工人之间的沟通桥梁。” 田川
介绍说。

自2013年至今， 累计投入300多万元， 带动全局各单位投入1100多万元，
惠及70多万职工和农民工

本报讯（记者 马超）“这次工
资集体协商后， 我们的带薪休假
时间由30天增加到了45天。 ”这几
天， 地处平谷区的北京绿都供暖
有限责任公司滨河供热厂职工孙
士安正盘算着如何利用带薪休假
外出旅游。

前不久， 北京绿都供暖公司
举行工资集体协商会， 劳资双方
重点围绕企业职工工资福利、劳
动保护、 带薪休假等核心内容进
行协商。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并
提交职代会审议通过。

据平谷区总工会集体协商指
导组组长王春景介绍， 绿都供暖
公司现有职工330人，季节性雇工
300人， 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承
担着为平谷城区用户提供冬季供
暖服务业务。前些年，该公司职工
对付出的劳动与获取的报酬及福
利待遇感到不平衡， 因为从事这

项特殊工种劳动， 科技文化含量
有限，节假日休息休假难度较大，
特别是在元旦和春节期间， 不能
休息休假，与家人团聚。为了让公
司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不断规范，
真正维护职工利益， 该公司工会
邀请平谷区总工会和国资委工会
集体协商指导组， 从深入企业职
工走访调研， 确立对等的协商主
体，民主选举产生职工代表，起草
《集体合同 》、《工资集体合同 》、
《女工权益保护集体合同》文本到
正式协商，公开协商结果，进行全
程现场指导。

最终确定的协议规定， 本年
度公司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2000
元； 职工工资增长幅度为5%；公
司职工享受五一、十一、元旦、春
节四个节日的过节费， 女职工享
受三八妇女节慰问金； 公司按照
劳动法规定， 为全体职工缴纳五

险一金。 本年度公司根据生产实
际，落实职工弹性休息休假制度，
化解职工供暖供热生产旺季不能
休息休假难题， 鼓励职工利用供
暖供热生产淡季休息休假， 职工
带薪休假由上年度的30天增加到
45天。

此外， 职工新房装修可以享
受企业无偿提供的水、电、运输方
面的无偿援助。 目前该公司职工
平均月工资收入超过了5000元。

职工带薪年休假增加15天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刘家店镇总工会在寅洞村
联合工会举办大桃套袋比赛活
动， 共有20名女职工参加。

本次活动按照 “自愿参与 、
公平竞争” 的原则， 采用现场计
数、 当场统计结果的方法进行，
比赛时长为30分钟， 在规定时间
内， 按比赛选手套袋总数多少和
套袋质量进行评比。

伴随一声哨响， 比赛正式开
赛， 田间地头中只见选手们争分
夺秒， 不一会儿一个个果袋挂满
了树枝， 场面喜人。

刘家店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 大桃套袋比赛活动使广
大妇女职工感受到了劳动的快
乐， 激发了全镇职工发展果品产
业的积极性， 推动了全镇果品产
业发展。

刘家店镇女工比赛“大桃套袋”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 提升
职工职业道德、 职业能力素质，
近日， 怀柔区龙山街道总工会联
合街道相关科室， 开展了为期一
个月的职工技能大比拼活动。

截至6月12日 ， 街道总工会
在12个社区中开展了全员参与的
“三比一争一促” 活动， 即比业
务、 比奉献、 比作风、 争标兵、
促创城。 活动考题内容全面， 包
括党建工作、 社服对象、 综治重

点人群等内容。 考题针对性强，
灵活多变。 比赛涉及到街道工作
的方方面面， 既锻炼了参加练兵
的职工， 也让他们深刻感受到了
大练兵的必要性。

据悉， 龙山街道总工会还将
在12个社区200人初赛取得优秀
的选手中进行决赛， 分为社区两
委， 社区委员、 社区各类协调管
员参与的2场大赛， 评出岗位大
练兵不同等次奖励并进行表彰。

龙山街道开展职工岗位大练兵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王辛庄镇总工会开展手机
App软件推广宣传活动， 让职工
更直接地享受会员服务。

王辛庄镇总以开展活动为载
体 ， 提升服务为本 ， 大力推广
“12351手机App软件” 和 “121健
步走” 软件的会员使用情况。 活
动中， 镇总工会服务站人员进入
企业与职工面对面宣传， 并协助

会 员 下 载 软 件 完 成 注 册 ， 然
后 向 大家介绍两个手机软件的
搭载内容及使用方法， 介绍利用
12351手机App软件参加会员活
动， 享受会员服务， 引导大家使
用健步121软件通过完成任务可
获得积分， 会员自主锻炼并达到
健身目的。

活动开展第一天， 下载量达
到全镇会员人数的5%。

王辛庄用App引导会员参加活动

中建二局工会开展“四送”系列活动

(上接第1版)
据悉， 关于电子车牌， 目前

全国公安部门正在组织制定相关
标准和规范， 并正在一些城市做
试点应用， 未来在京津冀地区作
为重要示范应用区。 相应方案还
正在编制中， 未来可能在进京证
管理、 路口公交优先等方面， 会
优先依赖电子车牌技术在北京进
行推广和应用。

葛昱表示， 智能交通的原则
是要让交通参与者有获得感 ，
其 中 第一是改善出行体验 ， 提
供交通的信息服务， 如交通路况
信息等， 第二是交通收费功能， 如
ETC等， 电子收费提高交通系
统的运转效率 ， 第三个就是提
供更好的交通环境， 如外地来京
定制化的接站服务， 这些也都在
计划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