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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市教育矫治局
副局长、 工会主席何中栋代表
局党委、局工会，先后来到利康
教育矫治所三大队、 沐林教育
矫治所十大队、 团河教育矫治
所一大队和警务督察处总监控
中心， 为炎炎烈日中奋战在各
个工作岗位上的民警职工送去
防暑降温慰问品， 让干警感受
到工会组织的关怀和爱护。

通讯员 王业亮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闵丹 ）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总工会获悉， 今年将
继续实施职工创新发明专利助推
和创新项目助推， 并开展2016年
创新项目助推项目验收工作。需
要提醒的是， 有符合条件的职工
创新发明专利和创新项目的单
位，需于2017年8月31日前完成申
报助推材料的报送工作。

2016年， 市总设立专项资金

支持职工创新助推计划， 主要鼓
励职工立足本职进行岗位创新，
对获得职务发明专利的一线职工
进行资金助推， 重点关注新一代
信息技术、生物、新材料、高端制
造业、 生产性服务业及节能环保
产业等领域。 一线职工的职务创
新发明专利和创新工作室的创新
项目也可以申请工会的专项助推
金。其中，每项职务专利发明可申

请3000元的助推资金， 创新项目
最高资助10万元。 助推的创新项
目、 发明专利还优先推荐北京市
科学技术奖及市发明创新大赛等
高级别奖项。

2017年职工创新发明专利助
推和创新项目助推的助推对象
（范围）、助推条件、助推标准、助
推流程等， 除对相关时限等内容
进行调整外， 其余内容均与去年

相同。2017年职工创新发明专利
助推范围包括授权公告日在2016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 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
权的发明专利， 且此项发明专利
已在企业生产中得到应用。 创新
项目的助推范围针对企业生产中
的技术创新难题， 由职工创新工
作室负责技术攻关， 项目已由企
业批准于2017年内立项并拨付启

动资金， 并在立项之日起两年内
完成， 最晚结题时间不超过2019
年12月31日。其中，已获得2016年
项目助推资金且未完成结题验收
的市级创新工作室不能申报。

本次申报的附件材料在市总
工会网站和技术英才网下载。电
子版材料发至 jscxfwb＠163．com。
纸质版材料报送至北京市职工技
术协会技术服务部。

职工创新发明可继续申请工会助推金
市总发布2017年职工创新助推计划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丁 小 珊 ） “有 了 ‘工 友 加 油
站’， 生活真方便！” 一位农民工
赞叹说。 近日， 中建二局东北分
公司第九项目部工会开通了 “工
友加油站”。

据项目部工会负责人介绍 ，
为了将关爱实实在在送到施工一
线， 给奋斗在生产一线的工友朋
友送去关怀，项目部工会开通“工
友加油站”。在“工友加油站”内，
常备急救箱，内置各种常备药，及
时应对感冒、发烧、肠胃不适等症
状。加油站内每天上午8时统一时
间供给白开水，从细节处送温暖、
送安康。

工友加油站设置了以工会主
席为组长的关爱帮扶领导小组，
确立工作制度， 组织开展整年度
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关爱活动。由

工会牵头组织， 集合项目部党员
及青年志愿者力量， 以 “两学一
做”为根本指导，践行服务理念。
项目工会确立了以 “春送祝福”
“夏送清凉”“秋送安康”“冬送温
暖”为主题的四季关爱活动，有方
向的开展特色活动， 让关爱落到
实处。 同时， 项目部还落实推进
“三联建”理念，以党建带工会，融
合党员及青年志愿者力量， 积极
开展针对工友群体的关爱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
日， 朝阳区将台地区总工会举办
纪念建党九十六周年 “将台杯”
工会知识竞赛活动， 200余名地
区工会会员齐聚 ， 展开了一场
“脑力” 和 “手速” 的比拼。

据了解， 此次活动共有12支
队伍参与，其中辖区社会单位6支
队伍，集体经济6支队伍。 比赛分
两场，每场分为6组进行，每组参
赛队由3人组成。比赛内容有必答

题、抢答题和风险题。 现场，12支
参赛队伍各展风采， 尤其是在抢
答题环节， 选手们更是紧握抢答
器。台上精彩不断，台下同样热闹
非凡。 工会还贴心的为台下观众
准备了抢答题小礼品。

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这次
活动， 不但让每一位工会会员对
工会历史与发展有了更深的了
解， 还拉近了会员与工会组织之
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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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张云岚 张欣） “你们的施工现
场完全颠覆了我对建筑工地的印
象。” 近日， 中国地质大学 （北
京） 100名学生到中建一局华北
公司富力通州运河核心区项目参
观并实习。

此次参观实习， 得益于6月6
日中建一局华北公司与中国地质
大学 （北京 ） 签订校企合作协
议， 双方将在技术攻关、 科技项

目申报与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
毕业生实习就业、 学校实习基地
建设、 企业外聘讲师、 公司员工
学历提升、 学校优秀贫困生助学
金等方面开展合作。

参观过程中， 中建一局华北
公司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徐巍介
绍了项目基本情况、 重点难点、
施工亮点， 学生们在施工现场结
合技术人员的讲解， 参观了工程
实体现况。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不时低头做笔记， 并向工程管理
人员提问了解更多细节。 学生们
表示， 这样的工地太棒了， 对以
后的就业充满了信心， 更对即将
从事建筑行业充满了期待。

参观结束后，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土木专业指导教师刘京平
说：“这次参观实习的效果很好，
现场真实的工作场景激发了同学
学习建筑的热情， 成为土木专业
大学生实践教学的珍贵记忆。 ”

“校企合作让我改变对建筑工地印象”

地质大学百名学生参观中建一局华北公司富力通州运河核心区
项目，学生说———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 随
着 “二孩” 政策的放开以及全区
育龄期女职工人数的逐年增加，
近日， 顺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正式挂牌成立母婴室， 室内
配备了沙发、 桌椅、 母婴类报刊
杂志等设施， 为有需要的哺乳期
女职工提供了一个私密安全、 干
净舒适的空间。

据了解， 区人社局工会一直

高度重视女工工作， 定期组织女
职工体检， 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为全体女职工投医疗保险 。 此
外 ， 局工会还积极利用区总工
会职工培训教育平台， 鼓励女职
工报名参加书画 、 摄影 、 太极
拳、 瑜伽、 游泳等培训班， 让女
职工从紧张的工作中得到身体和
心灵的放松， 提升文化修养和艺
术气质。

顺义区人社局母婴室正式挂牌成立

中建二局项目部开通“工友加油站”

深深入入一一线线送送清清凉凉 工工会会关关爱爱暖暖人人心心

近日， 通州区潞城镇党委
书记关平、 镇总工会主席殷文
平代表潞城镇党委、 镇政府、
镇总工会， 先后来到北京城市
副中心建设工地、 潞城镇召里
村等地， 向奋战在高温一线的
北京城建道桥集团职工， 以及
潞城镇安监、 消防、 环保、 环
卫、 公安、 保安等工作人员送
去了清凉礼包、 慰问金及工会
组织的关爱。

本报记者 李一然
通讯员 石春月 摄影报道

将台地区200余职工竞答工会知识

本报讯 （记者 阎义 ） 近
日，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总工会
带着慰问品慰问了北京环连环
保洁公司的环卫工人， 并远赴
房山区周口店镇慰问北京鑫京
热电器有限公司的职工。

鑫京热公司位于朝阳门街
道辖区。 为了城市的发展和环
保， 主动将生产车间搬到了远
郊的房山区周口店镇， 给职工

生活带来了不便。 但是职工舍
小家为大家， 虽然工作环境艰
苦， 但仍然坚守着。 街道总工
会没有忘记这些职工， 他们带
着茶叶、 冰糖、 菊花茶、 清凉
油、 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慰
问在炎炎酷暑下坚持工作的职
工。 朝阳门街道总工会副主席
赵忠朴对职工不辞劳苦仍坚守
岗位的精神风貌表示敬意。 并

嘱咐公司负责人要采取职业防
护和防暑降温措施， 全力做好
职工的防暑降温 、 安全等工
作， 切实维护高温期间职工的
身体健康。

职工对工会的慰问表示感
谢 ， 说 ： “虽然送的是清凉 ，
但心里感到很温暖， 我们要加
倍工作， 不辜负街道总工会对
我们的关心。”

朝阳门工会清凉解暑用品温暖户外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