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市电车客运分公
司3路车队在职工中开展了
“暑期安全驾驶技能大赛”活
动， 活动以当前高温多雨为
背景， 对驾驶员在特殊天气
环境中， 如何做好发车前的
安全检测及故障排除， 进行
严格的测评与考核， 以保障
车辆在运营中的绝对安全。
本报记者 万玉藻 摄影报道

上上路路前前
先先检检测测

本报讯 （通讯员 韩颖） 近
日， 通州商资公司机关党支部召
开了 “树廉洁家风 ， 建文明家
庭” 主题党日活动。

据了解，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
分两步 ： 首先全体党员观看了
“古代陈氏和张氏” 家训电教片，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对 “家风”
的理解与古代先贤对良好家风的
传承与发扬； 随后， 公司党委书

记孙士臣结合电教片和自身经
历， 为党员讲了题为 “让廉洁家
风照亮每一家” 党课。 孙士臣结
合自身谈了对家风、 家教的认识
和看法， 要求每个家庭都要发扬
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 倡导时代
新风， 杜绝铺张浪费。 并从自身
做起，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树立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用诚实劳
动赢得社会和家庭的尊重。

通州商资党支部倡导“树廉洁家风”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本报讯 （通讯员 娄文） 近
日， 航天科工二院203所举办了
“党纪永坚守 法治在我心” 主题
演讲比赛。 9名选手奉上了精彩
表演。

比赛现场紧张而精彩 ， 9名
参赛选手以党纪、 法规为主题，
声情并茂， 一展风采。 有的围绕
“两学一做” 讲述亲身经历、 学
习感受， 有的结合时政和热播剧
分享优秀典型故事或反面案例分
析 ， 有的引经据典开启扫盲模
式。 选手们原创的演讲内容可谓

有温度、 有力度、 有深度， 让观
众深刻体会到遵纪守法永远是工
作和生活中的红线、 底线。

该所党委书记韩志平说， 年
轻同志敢于走上舞台展示自我，
大家都谈出了实际， 并表达了今
后如何结合工作去做、 去落实，
选手演讲非常贴合主题， 党员就
是要以实际行动来遵章守纪。 比
赛结束后， 在场人员表示， 一定
会结合实际将遵守党纪法规融入
科研生产经营管理中去， 坚守底
线， 不碰红线。

航天系统职工讲述“法治在我心”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近
日，由海淀区商务委主办、区商联
会承办， 区总工会、 区精神文明
办、 区妇联协办的第十一届海淀
区商业服务业职业技能风采大
赛———以“邂逅最美的自己”为主
题的服装服饰搭配比赛举办。

北京市及海淀区多名女企业
家和来自各商业企业的佳丽们现
场穿上不同风格的旗袍进行展
示。同时，来自翠微大厦、当代商
城、 甘家口大厦、 新中关购物中
心、 北京摄影器材城等多家海淀
区商业企业的40余名参赛选手参
加了此次服装服饰搭配决赛。决
赛分别就男女服装搭配、 服装穿
着礼仪、规范，服装文化知识及护
理知识等方面对选手进行考核。

据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
绍， 本次比赛旨在弘扬和传承中

国传统文化， 为商界女性提供挑
战自我的机会， 通过女企业家中
式服装秀和商业企业选手服装服
饰搭配决赛两个环节呈现， 并首
次加入男士中国风服装服饰搭配
环节， 带来原创的中国风元素服

装展示。经过四个小时技能展示，
北京摄影器材城慕伦获得男装服
饰搭配决赛第一名； 金源新燕莎
mall孟晨露和当代商城郁鹏兴获
得女装服装服饰搭配决赛并列第
一名。 赵思远 摄

新闻【工会】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吉言│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马骏│２０17年 7月 12日·星期三04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今
天中午12点起， 朝阳区总工会持
有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职工可
参与免费洗衣、 免费家政服务或
免费理发的抢票活动， 会员可以
预订这三项服务之一的任一项服
务券。

据了解， 此次抢票活动时间
为7月12日12:00至14日17:00。会
员可通过12351职工服务网、市区
总工会App进行预订。 洗衣券票
源总数800份，每份5张价值50元，
每卡限订1次，最多1份。家政服务

券票源总数1200张， 每卡限订1
次，最多2张。理发券票源总数880
张，每卡限订1次，最多1张。每位
会员只能预订一个项目。 预订成
功后，会员需要在7月17日至21日
的9:30至16:30期间， 到朝阳区职
工服务（帮扶）中心一层大厅刷工
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领取票券。

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工会
会员抢票前认真阅读活动内容，
按实际需求抢票，避免票源浪费，
对连续抢票不使用者， 将取消抢
票资格。

朝阳工会会员可享三项免费服务

海淀镇总工会服务站将打造“三阵地”
维权阵地 创新创效阵地 扶贫帮困阵地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海淀
镇总工会与镇党建办 、 万柳置
业 集 团 联 合 对 海 淀 镇 总 工 会
服务站的升级改造工作近日落
幕。 此次升级改造工作涉及到大
门、形象墙、楼梯间、走廊等多个
部分，历时两个半月，耗资70余万
元。据了解，今年该服务站重点抓
好面向职工的服务工作， 力争把
服务站打造成为“三阵地”，即：维
权阵地、创新创效阵地、扶贫帮困

阵地，做好“四第一”，即：职工困
难第一知情人、第一帮助人、第一
报告人、 第一督促解决人的标杆
单位。

据了解， 该服务站位于万柳
亿城B座地下一层， 面积约120平
方米， 担负着为辖区内近3600名
工会会员提供基本服务的职能。
服务站成立以来， 由于位于地下
一层，条件有限，导致服务职能作
用发挥不到位。针对这些情况，海

淀镇党委、 政府多次组织镇总工
会及基层工会领导召开会议，研
究制定服务站升级改造工作方
案，并对升级改造后服务宗旨、内
容和态度提出了明确要求。

相关负责人介绍， 改造工作
从办公条件、 氛围建设和人员配
备三方面入手， 并在站内新设立
“职工之家活动室”“党代表活动
室”“万柳集团妇女之家活动室”
等，新添置电脑、桌椅、文件柜、电

动自行车等办公设施； 精心设计
制作带有区域特色的展板， 向职
工展示工会、党代表活动、妇女之
家的政策、制度及精彩活动等。

目前，“户外劳动者小憩”一
事已启动，服务站配备了微波炉、
饮水机、急救箱等生活用具，为在
万柳地区户外工作的人员热饭
菜，保障饮用水，提供解暑降温药
品等。另外，为解决在职职工暑假
孩子没人看管的问题， 服务站正

在筹划成立“暑期托管班”，配备
专业老师带教孩子。

相关负责人说， 我们还要加
强对工作人员服务宗旨、 服务意
识的教育，倡导“一张笑容脸 ，一
声问候语、一杯温暖茶、一张联系
卡”的服务方式。要求工作人员把
基层提出的问题时刻放在心上，
做到不推不拖，不等不靠。件件有
着落，事事有回音，提升创建“星
级服务站”水平。

第十一届海淀区商业服务业服装服饰搭配比赛举行

女企业家登上T台秀“最美”风采

（上接第1版）
11日 ， 调研 督 查 组 在 听 取

了 市 总 工 会 和 北 京 市 经 济 技
术开发区的自查情况汇报后 ，
抽查了 4家单位 ， 与企业管理
者 、 工 会 干 部 进 行 座 谈 ， 对
企业职工进行了访谈， 详细了解
不同所有制企业集体协商工作开
展情况。

北京锦江富园大酒店集体协
商后职工增加了外语津贴， 不管
经济形势如何影响 ， 企业都按
初、 中、 高级英语证书每月给予
职工100元 、 180元 、 260元的津
贴。 北京盛通印刷福分有限公司
集体协商后， 女工产假在法定基
础上工作满一年增加30天， 满两
年增加60天， 满三年以上增加90

天。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建立
了工会主席与外方总裁定期会晤
协商机制， 共与总裁进行会晤53
次， 解决议题285项。

基层工会的一个个做法， 引
得调研督查组赞叹不已。

通过检查， 调研督查组对北
京市总工会深化集体协商工作所
取得的各项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彭增梅认为， 北京市总工会按照
全总要求做了很多安排部署， 通
过改革解决了工会脱离职工的问
题 。 北京市总工会协商手段有
效， 通过人力社保执行并纳入守
法诚信体系中。 在保障手段上，
北京市总工会有专兼职协商人
员。 彭增梅指出， 北京市总工会
各项工作走到全国前列， 敢创新

发展， 敢闯， 敢担当。
王晓华指出， 北京市总工会

集体协商 “四必谈” 做法很好，
解决了物质丰富的职工怎么有获
得感的问题， 摸准了职工需求，
围绕工会改革的方向做出了有益
的探索。

12日， 调研督查组将赴怀柔
区继续调研。

本报讯 （通讯员 董萍） 近
日， 丰台区卢沟桥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调解了一起因少算工
龄的劳资纠纷， 帮助一名55岁退
休职工找回了1年零4个月的工龄
补偿。

纪某在1979年6月至1980年
10月， 在某街道办事处纸盒厂工
作 ， 1980年10月后 ， 纪某加入
北京某国企工作 ， 2016年 8月 ，
纪某办理了退休手续， 细心的纪
某在办理退休手续过程中发现该
国企给她的退休工龄总计少计了
1年零4个月的工龄， 但是纪某当
初是将在纸盒厂上班的工作证明
交给某国企人事档案管理部门，

某国企在工作交接过程中将该证
明丢失， 由于历时久远， 证明没
有办法再补办。

由于该案时间长， 相关证明
人员变更频繁， 司法所工作人员
在向双方了解情况后， 多次对双
方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经耐心
细致的解释终于让双方心服口
服， 达成协议。

协议内容包括北京某国企承
认纪某在某街道办事处纸盒厂工
作1年零4个月的工龄； 北京某国
企同意按社保相应工龄补偿， 每
月补偿纪某199.49元并每年按社
保调整； 双方对此协议无异议后
签字， 协议即时生效。

卢沟桥街道帮退休职工找回工龄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