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近
日， 朝阳区香河园街道总工会举
办2017年餐饮业“冷菜技艺”职工
技能竞赛。辖区重庆饭店、街道中
心幼儿园、 蟹老宋、 杨记兴臭鳜
鱼、 明宫烤鸭店9名选手组成5支
参赛队伍，到场一展身手。

比赛分冷拼和果拼两种 ，内
容主要是厨师配菜、 基本技能和
创新能力的比拼。 选手们不仅要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操作， 还要

对菜品的色、香、味以及装盘、造
型等进行考核。 经过一个小时的
角逐， 一道道色泽鲜艳、 清爽可
口、 菜色诱人的美味佳肴呈现在
居民面前。

街道工委副书记冉精智表
示， 此次技能比赛不但为厨师提
供了展示技艺、 相互学习交流的
机会， 也进一步规范了七圣路餐
饮协会的管理， 提高了厨师的专
业素质和操作技能。

香河园餐饮业职工比拼配菜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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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7月6
日， 2017年延庆职工 “八小时约
定”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我有我
精彩” 演讲比赛在延庆区总工会
多功能厅开幕， 来自全区各行各
业的35名选手参赛。

比赛现场， 选手们围绕 “敬
业八小时 ， 做好今日事 ” 为主
题 ， 以生动的语言和感人的故
事， 讴歌了各个平凡岗位上的不

平凡事迹， 诠释了对各自岗位的
理解。 比赛在紧张、 有序、 激情
的气氛下进行， 参赛选手慷慨激
昂的语调、 妙语连珠的话语感染
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不时博得
阵阵掌声。

经过选手的激烈角逐和评委
的严格打分， 来自广电中心的王
晶以优异成绩， 摘取本次演讲比
赛的桂冠。

延庆一线职工讲述“敬业八小时”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李小旭 周梦桥 ） “向师父敬
茶。” 近日， 中建二局土木公司
深汕项目10名职工在向师父敬茶
后完成了 “再” 拜师仪式。

据介绍， 参加该项目此次拜
师仪式的徒弟主要为参加工作满
一年的新职工， 他们经过一年磨
练，结合工作实际情况，找到更适
合的导师，这也是该项目“青年英
才养成计划”中的重要举措。

为培养更多的综合型人才 ，
该项目为青年员工进行了 “三步
走”发展规划。每周以部门为单位
进行集体教育， 让青年职工更加
了解项目各个岗位的具体工作，
以便寻求适合自己的岗位和更快
融入项目。开展岗位练兵、岗位成

才、换岗助力等活动，加强青年职
工的岗位交流， 使其了解各个岗
位的工作要求，提高综合素质。为

期满一年的青年职工举行 “再拜
师”仪式，使青年职工对自己的未
来发展有更清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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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峪口镇总工会组织职工学
习制作润唇膏技能培训， 近30名
职工会员参与。

此次技能培训活动， 镇总工
会特邀海鲸花蜂蜜养殖合作社的
老师就润唇膏的制作进行培训。
润唇膏采用纯天然蜂蜡和橄榄油
为原料， 通过精确的配比、 温度
的掌控制作而成。 课上， 老师详
细介绍了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并与学员进行体验式实操， 手把

手进行业务指导， 学员们在制作
过程中认真学习 ， 并和老师互
动， 完成了润唇膏的制作。

峪口镇总工会培训职工做润唇膏

商务区尚未迎客 工会组建服务先期登场
密云区总工会深入一线协调解决基层难题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上
周， 密云区总工会主席何丽娟带
领领导班子， 来到密云生态商务
区， 参观和了解商务区总体规划
和建设情况， 同步考察商务区施
工现场职工食堂运行情况， 并进
一步落实生态商务区工会组建与
服务工作。

今年 “十一” 期间， 密云生
态商务区内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
的万象汇将营业， 成为远郊区面

积最大、 功能最全的区域性商业
综合体。 “为了做好区域管理工
作， 更好地为职工做好服务， 我
们早在去年3月， 就组建成立了
商务区开发中心工会委员会， 隶
属于密云经济开发区总工会 。”
生态商务区管委会副书记、 工会
主席李友生介绍， 自成立工会以
来 ， 深入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
作， 同时为60名职工投缴了 《在
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计

划》 和 《在职职工意外伤害互助
保障计划》。

今年4月1日， 商务区开发中
心变成了出资人， 成为区属一级
国有企业。 “随着入区企业日益
增多， 企业成立工会的需求也逐
渐显现。” 李友生介绍， 为了给
入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
障， 商务区工会急需提高级别，
使之有权限发展企业工会会员。

为破解商务区工会工作中所

遇到的难题， 密云区总工会多次
调研， 深入了解园区实际情况，
决定将尽快协调帮助生态商务园
区成立区域性工会组织， 让工会
服务走在园区发展的前端。

当天， 密云区总工会一行还
深入商务区施工现场， 了解职工
食堂运行情况。 施工方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为保障建筑工人们的一
日三餐， 相关单位不仅开办职工
食堂， 还采用免费送食材的慰问

形式， 降低食堂运行成本， 解决
和保障职工吃饭问题。 经过一段
时间的整治， 此前工地附近小商
小贩管理混乱的现象不见了， 工
地运行管理也愈加有序。

何丽娟说： “对于这些涉及
职工切身利益和权益的工作， 不
管是企业方还是工会方， 都应该
给予最大限度的关注， 并想尽办
法解决问题， 让职工在无后顾之
忧的环境中安心工作。”

中建二局土木公司深汕项目为员工制订“三步走”发展规划

“再”拜师助力青年职工成长成才

中铁二十二局81名新人入职即入会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英威）“我自愿加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会，遵守工会章程，执行工
会决议，履行会员义务……”7月5
日下午， 在中铁二十二局三公司
2017年新职工入职现场， 该公司
工会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仪式，81
名新人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实现
了入职即入会。

为帮助新职工尽快融入企
业，找准角色定位，三公司在新职
工被分配到项目之前， 精心准备
了培训大会、 迎新晚会、 拓展训
练、入职入会、休闲观光活动等一

道道“入职大餐”。在入会现场，公
司介绍了企业工会组织的性质、
职能以及工会开展的主要工作，
该公司工会主席林榕龙还为新会
员一一颁发了“会员证”。

林榕龙说：“公司工会24年来
首次举行集体入会仪式， 是想通
过满满的仪式感表达工会对建设
让员工满意的职工之家的信心，
加快新职工对企业核心价值观的
认同，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凝
聚力和战斗力。”

公司还为新会员们精心准备
了饱含深意的三件套， 即一个背

包、一本好书、一个水杯。林榕龙
说，一个背包，就像《铁道兵志在
四方》 唱的 “背上了行装扛起了
枪，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那样，
激励新职工背上行装好出发。一
本好书， 是希望新员工们不忘充
电学习，用知识武装头脑。一个水
杯， 是告诫大家不忘自己是中国
铁建的一员，工作中时刻保持“空
杯”心态，勤学好问、刻苦钻研。

“刚到公司，我们就享受到一
场特殊的仪式， 收到这份贴心的
礼物， 从内心感受到了企业的温
暖与关怀。”新职工杨世波说。

回回顾顾历历史史 缅缅怀怀先先烈烈
近日，平谷区总工会党支部以“回顾斗争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展望

美好明天”为主题组织开展党日活动，31名党员干部参观了二七纪念馆
和市规划展览馆。在二七纪念馆，党员通过观看真实的记录和听取生动
的讲解，了解了“二七”罢工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更加体会到面对敌
人时共产党员和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和顽强。本报记者 马超 摄影报道

为应对暑热天气， 最大限度
地减轻因天气炎热对会员造成的
身体影响。近日，海淀区羊坊店街
道总工会为在室外和高温环境下
工作的近千名非公企业工会会员
和街道保洁中心全体员工送上冰
糖、银耳、绿豆、红枣、驱蚊用品等
防暑降温物品。活动中，街道总工
会还向所属社区、 机关和非公企
业持工会卡会员发放了1000瓶驱
蚊花露水。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工工会会送送来来
解解暑暑品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