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通讯
员王玉） “换盆的时候， 植物根
部尽可能多带些土， 带土移栽要
比裸根移栽更容易成活， 浇水要
适量”。 近日， 房山区拱辰街道
行宫园社区工会联合会为职工群
众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居家花

艺课堂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区妇儿中心杨

姿老师为职工讲解了养护花卉的
基本技巧。 相关负责人说， 活动
的开展不仅丰富了职工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 也给社区的养花爱
好者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

拱辰社区工会邀专家开办花艺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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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任媛）近日，
电车保修厂以 “市民爱心斑马线
专项活动”的开展为契机，在团员
青年中开展青年志愿者率先行活
动， 增强员工文明意识， 营造安
全、和谐、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

活动中， 该厂团员青年组成

小分队， 利用工余来到重点线路
和车队， 主动为市民提供服务和
义务宣传，推动行车安全，减少行
车违法。不仅如此，青年志愿者还
通过座谈、 签订责任书等多种形
式，宣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
安全出行的基本常识和礼仪。

公交青年志愿者街头宣传文明出行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黄灿） 记者昨天从中建二局土木
公司获悉，截至目前，公司南京万
得项目党员创客空间多项金点子
累计创下绿色经济效益195万元。

据介绍， 该项目党员创客空
间工作人员围绕着绿色宣传管
理、方案编制、节水、节电等多个

方面，通过加强Revit软件模拟碰
撞检测、控制材料损耗、大规模推
广塑模、绿模，提高周转率、建筑
隔震技术、 高强钢筋应用技术等
多种措施， 切实开展创新创效活
动。党员创客空间的成果，助项目
获得防尘防治单位和文明工地，
还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两项。

工地党员创客空间金点子创效195万元

环卫固废物流工会为住宿职工添“家当”

“我与改革共成长 奋斗的青春最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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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昊海公司“送清凉”活动启动。公司领导、工会主席等分别到昊海各施工
单位，为一线职工送去矿泉水、绿豆、白糖等防暑降温物品。每到一处工会主席都
会详细询问和了解生产经营管理以及职工的生产、生活等情况，并再三叮嘱现场
每一位生产一线员工要注意安全，合理调整作息时间，合理安排高温期间的工作
任务，确保现场工作正常有序推进。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送送清清凉凉
保保安安全全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云） 近日， 全国总工会职工书
屋办公室主任张爱民一行到中建
二局一公司交流指导职工书屋创
建工作 ，并为 “味·道 ”读书会揭
牌， 全总职工书屋赠与公司千余
本图书。

公司首先作了《文化促发展，
书屋润无声》的“职工书屋”建设

工作汇报。 交流活动中最引人注
目的是在全总带来的2017年第1
期《职工书屋》杂志中，一公司的
职工书屋活动报道占了绝大部
分。据介绍，全总“职工书屋”App
创建的新板块里边第一条就是今
年“三八”节公司女职工《朗读者》
活动， 充分体现了全总领导对职
工书屋建设工作的重视与肯定。

中建二局一公司“味·道”读书会成立

市总机关举办青年干部主题演讲比赛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惠民
陈婉琳） “工会发了这么多文
体用品， 我们可以利用工余时
间开展更加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了！” 北京环卫集团固废物
流公司马家楼垃圾转运站的住
宿职工张东伟怀里抱着各种体
育用品， 边走边与身边的同事
聊着。

入夏以来， 固废物流公司
工会惦念着三个基地的800余名
住宿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经
征求了16个基层分会和住宿职
工意见后， 为职工宿舍统一补
充配发了羽毛球、 乒乓球、 篮
球、 跳绳、 象棋、 扑克牌等文

体用品。
住宿职工看着 “堆满” 宿

舍的文体用品开心地笑着， 情

不自禁地说： “工会对咱们真
好， 时时处处为职工着想， 工
会就是咱们的家”。

办办义义诊诊 解解疑疑问问
近日，房山区城关街道总

工会联合房山博爱医院开展职
工健康大型义诊活动，为职工
提供免费检查和健康咨询。义
诊现场，博爱医院内科、外科、
中医科等医务人员12人为职工
进行各项检查，并耐心解答大
家提出的常见病、慢性病相关
问题，提出合理治疗意见。本次
活动有两家企业共106名职工
参加。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闵丹） 昨天，由
市总机关党委、 机关团委主办的
“我与改革共成长，奋斗的青春最
闪亮” 主题演讲比赛在市总机关
举行，来自市总机关、直属事业单
位的28名青年干部参加了比赛，
机关系统80余名青年干部现场观
摩了比赛。

景泰蓝大师钟连盛、 农民工
大学生魏淑燕、“都一处” 第八代
传承人吴华侠……配合现场的大

屏幕，选手们声情并茂的演讲，将
一位位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
有奉献的优秀青年和技能大师形
象展现在了现场， 聆听着他们在
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的感人事
迹， 现场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热烈
的掌声。在为期一天的比赛中，参
赛选手以“我与改革共成长，奋斗
的青春最闪亮”为主题进行演讲，
讲述青年群体或个人爱岗敬业、
拼搏奉献的真实故事， 解读青春

与责任的关系， 阐述青年干部如
何在市总改革创新的实践中实现
人生价值。

据介绍， 本次比赛旨在为工
会青年干部搭建平台， 引导他们
立足本职、 岗位建功。 比赛设一
等奖1名、 二等奖2名、 三等奖3
名， 优秀奖6名。 最终， 来自劳
动午报社的金海鸥、 北京职工服
务中心的孙杨和北京工会干部学
院的邢若兰三名选手分别获得了

前三名， 他们将代表市总工会参
加市直机关工委、 团市委主办的
北京市机关第三届青年技能大赛
主题演讲竞赛。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
曾繁新出席了演讲比赛并讲话。
曾繁新同志指出， 在市总机关系
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之际， 演讲比赛的成功举办

展示了青年工会干部的良好风
貌， 也进一步激发了市总机关系
统青年干部对职工群众的感情和
对工会工作的激情， 希望广大青
年干部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努
力在推动首都工会改革发展中发
挥生力军作用， 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市总工会
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潘建新， 市
总工会机关党委书记、 纪委书记
司建出席演讲比赛。

(上接第1版)
五年来， 本市城镇新增就业

每年保持在42万人以上， 累计新
增就业超过225万人 ， 帮扶27.5
万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北
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6%以上， 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
保持在1.55%以内。

本市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
就业格局， 将就业政策和就业服
务触角延伸到农村， 把农民全部
纳入就业帮扶体系， 实施精准扶
贫， 五年来共帮扶35.7万人实现
就业 ； 通过社会公益性就业组
织， 托底安置2万多名就业困难
人员； 全市困难家庭毕业生全部

实现就业。
本市还积极落实鼓励单位招

用、 自谋职业、 灵活就业等促进
就业政策， 五年来全市共发放岗
位补贴和社保补贴109.6亿元， 帮
扶119.5万城乡就业困难人员和失
业人员实现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