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延庆区总工会、 区卫生计生委召
开全区卫生应急技能竞 赛 工 作
部署会 ， 主办单位相关领导和
区疾控中心 、 120延庆分中心 、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三家二级
医院卫生应急工作相关人员参加
会议。

据了解， 此次应急技能竞赛
包括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 突发
事件紧急医学救援、 突发中毒事
件处置3个项目， 竞赛主要包括
相关政策规范、 专业基础知识和

技能操作等内容 。 经过区级初
赛、 复赛、 决赛选拔出优秀选手
将代表延庆参加市级竞赛。

据介绍， 卫生应急技能竞赛
是延庆区总工会举办的2017年延
庆区 “职工技协杯” 职业技能竞
赛中的一个竞赛项目， 区总工会
将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 奖
励资金， 获得竞赛三等奖以上的
选手将纳入区总工会技能人才
库。 同时， 结合获得一等奖选手
日常工作情况， 优先推荐其为区
级 “首席职工”。

延庆工会部署卫生应急技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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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党员活动积分卡，就
能把咱们每次的学习记录下来
了。”近日，中建二局土木公司
推出“党员活动积分卡”。该卡
是公司党委特制的， 卡上印有
12面小党旗， 由公司党委在每
次党日活动时为每位党员盖上
党章，记录下学习过程，并在年
终进行“晾晒”比拼。此次公司
党委将学习地点定为西柏坡革
命圣地， 并首次为参与活动的
28名党员发放积分卡。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李苗丹妮 摄影报道

中中建建二二局局土土木木公公司司
推推党党员员活活动动积积分分卡卡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刘家店镇总工会举办帆布
包手工制作活动， 有30多名工会
会员参加。

活动中， 老师先耐心讲授帆
布包制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并给
出样品供学员参考。 在动手环节
中， 职工各个热情高涨， 精心挑
选布包颜色、 花样等装饰物， 按
照老师要求进行制作， 活动现场
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刘家店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活动的举办提高了职工们
手工制作的技能， 丰富了职工的
业余生活。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近
日， 海淀区甘家口街道总工会将
3000元救助资金发放到企业易车
互联公司工会， 用来缓解职工困
难， 帮助职工家庭渡过难关。

据了解， 辖区企业易车互联
公司的一名职工已在单位工作了
11年， 今年5月26日突发疾病住
院进行治疗， 但终因病情严重不
幸病逝。 住院期间昂贵的医疗费
用导致家庭生活困难。 工会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 第一时间为其申
请和发放了救助资金， 帮助其渡
过难关， 家属对工会的帮助和关
怀深表感谢。

对患重大疾病和突发灾难造

成生活困难的职工给予救助， 是
甘家口街道工会的一项长效工作
机制。 此次帮扶行动发挥了工会

关爱职工、 帮扶救助的作用， 给
困难职工和家庭送去了工会的温
暖。 赵思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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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暑期
来临， 海淀区总工会携手位于中
央电视塔的中塔皮皮咻亲子体验
世界， 从即日起开展了中塔皮皮
咻工会会员暑期优惠购票活动，
活动时间截止到8月31日。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
凡持有“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
本市职工， 在活动期间到皮皮咻
亲子体验世界店内， 下载北京工
会12351手机APP，并且注册会员
成功后 ，用12351手机APP的 “扫
一扫”功能扫描活动二维码，即可

享受优惠购票价格。 价值分别为
90元 、130元 、160元的 “单人票 ”
（成人或儿童）、“亲子票”（一大一
小）、“家庭票”（两大一小）三个子
项目，在活动期间均降价40元，且
不限数量。同时，活动期间到店会
员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每张票
可免费领取精美魔术礼品一份。

据介绍， 门票包含大型魔术
剧表演、 泡泡体验馆等舞台秀活
动，通州非遗协会教授的老北京
毛猴制作工艺， 以及海洋球、 大
滑梯淘气城堡娱乐项目等。

海淀工会推出暑期优惠购票活动

2017“职工技协杯”职业技能竞赛启动报名
包括29个职业（工种） 符合条件优秀选手可获市总1000至2000元资助

本报讯 （记者 闵丹 ）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职工技术协会获
悉 ， 2017年北京市 “职工技协
杯” 职业技能竞赛启动报名。 29
个职业 （工种） 的选手将进行技
能比拼， 各赛项决赛冠军除了获
得相应的 “北京市职工高级职业
技术能手” 证书外， 符合条件的
还将优先推荐参评 “首都劳动奖
章”。 即日起， 符合条件的人员
可 在 技 术 英 才 网 （ http://dasai.
bjjsyc.org.cn/） 上报名。

本次竞赛旨在贯彻落实 《首
都 中 长 期 人 才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年 )》 精神 ， 结合市
总工会 《关于进一步促进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 和 《关
于开展在职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
划的实施意见》， 推进首都职工
学技术、 练本领、 比技能、 创一
流的热潮 ， 弘扬 “劳动精神 ”、
“工匠精神”。

此次技能竞赛包括汽车修理
工（汽车维修工）、汽车运输调度

员（汽车客运调度员）、机动车检
验工（汽车检测工）等6个取证的
职业（工种），以及农网配电营业
工 、AFC维修工和安全生产执法
人员等23个不取证职业 （工种）。
据悉， 除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的
常规竞赛方式外， 本次竞赛鼓励
在竞赛各阶段技能操作部分开展
创新竞赛方式， 通过授权参赛人
员以自主实现竞赛结果为目标，
围绕技术、工艺突破，操作方法和
方式的改进进行创新。

各企事业 （机关） 单位的职
工， 各高等院校、 职业院校的教
师、学生，私营企业、个体从业人
员，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均可报
名参加职业（工种）比赛。本次竞
赛将于本月结束报名，8月31日和
9月30日之前分别完成初、 复赛，
10月31日之前完成决赛。 各职业
（工种）决赛第一名个人选手（不
含团队竞赛），符合条件的还将优
先推荐“首都劳动奖章”评选。各
取证职业（工种）获得国家一级、

二级职业资格证书的选手且持有
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职工，将
纳入北京市总工会在职职工职业
发展助推计划， 并给予获得高级
技师职业资格证书2000元、 技师
职业资格证书1000元助推资金 。
各不取证职业 （工种） 决赛前十
名个人选手且持卡的工会会员，
将获得市总工会在职职工职业发
展助推计划资助， 第一名个人选
手2000元， 第二名至第十名个人
选手1000元。

甘家口工会发放救助金慰问病逝职工家属

让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 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宣教中心党支部深知党性培
养是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的细
功夫，做合格共产党员，首先要
把本职工作干到极致……”近
日， 北京市安监局宣教中心在
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树森的带
领下来到朝阳供电公司本部 ，
进行党务共建交流。

市安监局宣教中心主任 、
党支部书记时会佳说， 希望通
过此次党务共建， 深化宣教中
心 “两书” 成果向企业一线转
化，与党务共建联系单位，在企
业设立安全生产宣教示范点 ，
强化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意识和

全员提升安全生产的认知自
觉。与此同时，通过对企业党建
经验、 安全文化和一线岗位员
工典型事迹的深度发掘， 使党
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 ，
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据了解，市安监局自2015年
开始在全局采取签订 “两书”，
即机关党委与党支部签订 《党
支部目标管理任务书》 和党支
部与普通党员签订 《共产党员
岗位建功承诺书》的形式，让机
关党支部工作 “活 ”起来 ，普通
党员干部 “动 ”起来 ，提振了机
关党建的“精气神”。

“简单的说，就是要求党员

在年初的时候对党组织进行承
诺，把一年的工作计划亮出来。
年终的时候， 对照自己当初的
承诺查看完成情况， 进行有效
的考核， 大家都更有干劲了。”
市安监局人教处处长兼机关党
委专职副书记孙雷如此解释了
“两书”的意义。

在 “两书 ”的指引下 ，宣教
中心和监管企业开展了党务共
建。此前，市安监局监管一处党
支部就把北京二锅头股份公司
作为支部共建单位， 不仅带动
了安全监管工作的开展， 还实
现了两个单位的共建、互动、同
促和双赢。

市安监局党务共建向企业一线延伸

刘家店镇工会开办帆布包制作班

聚德华天1800职工收获“清凉包”
本报讯 （记 者 陈 曦 ） 近

日， 聚德华天公司工会全面开展
“送清凉” 活动， 公司工会出资
14万余元， 西城区总工会下拨2
万元专项资金， 为近1800名在岗
职工每人购买了茉莉花茶叶一
袋、 毛巾两条， 同时为各企业配
备了防暑降温急救箱。

公司党委书记夏爱东等一行
人深入企业一线、 后厨， 把消暑
物品发放给坚守在一线的干部职
工。 询问了他们的生活、 工作情

况， 代表公司、 工会向他们表示
慰问， 叮嘱他们要做好防暑降温
工作， 同时要求各企业积极营造
温馨舒适的工作、 生活环境， 为
一线干部职工战酷暑、 斗高温做
好后勤保障工作， 让大家全身心
地投入到工作中。

据了解， 目前聚德华天各企
业也相继开展送清凉活动， 为一
线职工送去了绿豆汤、 西瓜、 清
凉饮料等， 让职工平安健康度过
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