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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劳动科与各方
联动， 对地区企业劳动用工情况
进行了核查。

据街道劳动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 目前各用工单位在春节前后
出现的用工荒基本已经填补完
毕 ， 是企业用工的 “平稳期 ”。
对于不少规模较小的单位来说，
出现大部分新人上岗的情况并不
少见 。 其中 ， 以服务行业为代
表， 大量新员工的入职往往会衍

生出劳动合同签订不及时、 保险
缴纳不及时以及在此期间比较密
集的节假日期间加班工资、 休假
执行不及时等问题。 因此， 在这
个时间段进行劳动用工情况的调
研， 最容易发现企业在劳动用工
规章制度执行方面的漏洞以及企
业对规范劳动用工的重视程度。

据了解， 目前街道劳动科已
完成了辖区单位工资核查工作，
近期还将加大检查和宣传力度，
对违规用工行为说不。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杨成）15日，东城区东四街道总工
会联合首都医科大学中医医学院
在饭前饭后（南新仓店）开展义诊
活动。

此次义诊活动请来了四名专
家，他们在内科、消化科、呼吸科
等方面有多年丰富的工作经验。
问诊的对象来自南新仓休闲一条
街餐饮企业的职工， 涉及饭前饭
后、天下盐，红京鱼等9家企业的
50多名职工参加。据介绍，工会根

据职工的需求，还将在7月份陆续
开展餐饮企业消防安全演练和餐
饮企业职工技能比拼等活动。

东四工会健康义诊送进餐饮企业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17
日， 2017年北京市职业院校职业
礼仪大赛在昌平职业学校开幕，
此次， 共有14所学校的42名选手
参加了比赛。

“你请外国朋友吃饺子时 ，
外国朋友以为别人蘸的是可乐，
也用饺子蘸了可乐， 你发现后该
怎么处理？” “你的舅舅是知名
篮球运动员， 你的同学央求你介
绍给他认识， 你该怎么做 ？” 此

次， 除了个人职业形象展示， 现
场还进行了情境答辩， 全方位考
查学生职业礼仪技术技能和综合
素质素养， 并聘请礼仪专家和来
自各学校的代表教师担任评委和
阅卷老师。

市教委职成处副处长杨颉表
示， 此次大赛旨在强化学生职业
礼仪， 培养一大批适应区域经济
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和技能型高端
人才。

针对困难职工子女 每周六上午授课 课程包括奥数、英语和国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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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获悉， 位于昌平区的北京捷
成世纪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召开工
会组织成立大会。

捷成公司是一家拥有百人以
上职工的高科技企业。 按照大会
议程，宣读了公司工会《关于北京
捷成世纪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工会委员会的批复》，采取举手表
决的方式通过了5个专门委员会
组成名单。 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

差额选举产生了北京捷成世纪数
码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委
员、女职工委员会委员。

新当选的工会主席徐挺表
示， 公司工会将为家庭困难的职
工排忧解难， 将企业的温暖传递
给职工。同时，经常性地开展有益
于职工身心健康的篮球、羽毛球、
卡拉OK、演讲比赛，改善职工枯
燥、单调的工地生活，激发职工的
工作热情和吃苦奉献精神。

市职工物价站开设小学生义务辅导班

本报讯 （记者 边磊）16日，
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安全生
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北京地
铁3号线03标项目拉开帷幕。 除
了传统的安全月宣传咨询内
容， 今年的咨询日活动尤其多
了几分“科技范”。

安全咨询现场设置了安全
知识互动问答、安培在线、多媒
体安全教育工具箱答题竞赛等
环节。 同时，农民工兄弟还来到
项目部VR安全体验教育馆、安
全样板展示区 ，与 “安全隐患 ”
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项目部十分注重日常安全
教育工作， 率先采用了 “互联
网+VR安全体验+安全培训云
平台”及3D打印技术，开启了全
新的安全教育模式。 目前，项目
部VR安全体验教育馆可进行12
项安全教育体验， 从高空坠落

到土方坍塌， 从现场火情到设
备漏电， 体验者带上VR眼镜就
能直观感受到每一种安全隐患
带来的痛苦感受。

“安培在线”学习采用互联
网+安全培训模式 ，利用 “安培
在线” 平台对劳务作业人员进

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可实现身
份证识别仪培训签到、 打卡考
勤、视频学习、电子自动建档等
功能， 同时平台提供了大量多
媒体安全教育课件， 提高了培
训效率。 图为职工在安全生产
横幅上签名。 于佳 摄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17
日， 北京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党
支部联合社会公益组织开展 “教
育从娃娃抓起， 爱上学习从这里
开始” 的主题活动。 针对困难职
工子女开设小学生 （1-3年级 ）
奥数、 英语义务辅导班， 旨在激
发和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日之计在于晨、 一年之
计在于春 、 一生之计在于勤 ”。
开班仪式上 ， 市总工会机关党
委、 机关纪委书记司建说， 辅导
班的开办， 是将 “两学一做” 学
习教育落到了实处， 是有利于职
工的事， 机关党委将全力支持此

项工作的开展。 随后， 司建代表
机关党委为孩子们送上了文具、
本册等学习用具。

据了解， 本期培训班由来自
全市不同学校的15名一年级小学
生组成。 当天的培训班专门邀请
了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硕士、
现任新东方金牌阅读师袁玉芳老
师教授英语； 并由首师大博士、
理工大教育学博士后， 现任物价
站党支部书记、 站长郭峰教授数
学知识。 培训班将于每周六上午
在市职工服务中心进行授课。 培
训班还开设了国学课程， 旨在提
高孩子们学习能力的同时， 提升
传统美德的修养。 家长表示， 义

务辅导班的开办使孩子们能够享
受到免费的课外辅导， 解了他们
的燃眉之急， 也让他们体会到工
会组织的贴心和温暖。

郭峰说， 物价站党支部困难
职工子女义务辅导班将在市总领
导及机关党委的支持下， 长期坚
持下去， 并对困难家庭职工子女
免费。 同时这也能让更多人了解
工会职能， 加深与基层工会的联
系， 使更多的基层工会参与到公
益活动中来， 让工会更好的为职
工服务。 他表示， 今后， 辅导班
还会适当涉及对美术、 诗词艺术
等领域的学习， 聘请外籍讲师参
与英语教学活动。 赵思远 摄

采用“互联网+VR安全体验+安全培训云平台”及3D打印技术

市政路桥安全生产月讲究“科技范”

16日， 首发集团在京藏高
速百葛服务区组织开展了 “安
全宣传咨询日 ”活动 。现场 ，两
位专家对各类安全问题进行讲
解， 以宣传展板、LED显示屏播
放安全宣传片等方式让过往车
户了解做好安全工作 ， 并以
“VR” 虚拟现实的方式让大家
“亲临”安全事故现场。

本报记者 白莹 摄影报道

亲亲临临““事事故故””
提提升升防防范范

昨天， 北京建工城市副中
心项目部举行以 “全面落实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为主题
的安全咨询日活动 。 活动现
场， 在各分包单位安全员的见
证下， 对A2项目部成立的安防
大队进行授旗； 一线职工参加
了安全知识问答， 安全监察员
还当场砸毁了不合格的安全帽
并现场进行安全教育。

本报记者 周世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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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再添一家百人以上建会企业

市职业院校礼仪大赛增情境答辩

和平里街道核查用工解欠薪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