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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35名新入职工会社工集中充电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延庆区总工会开展为期一周的新
入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培训。

据介绍， 本次培训目的是让
35名新入职的工会社会工作者充
分了解工会工作， 对延庆区总工
会的发展情况、工会文化、工会各
项业务、 工会管理制度等做进一

步的了解。 区总工会主席张树坡
从工作和生活对35名新入职人员
提出要求， 他希望新入职的社会
工作者能够尽快进入工作角色，
扎实对待本次培训，用健康、正确
的态度步入工作岗位， 增强服务
意识、合作意识，从一个局外人逐
步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工会人。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7月11
日， 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济南万
达城项目举行 “铁血团队 昂首
超越” 百日会战暨劳动竞赛誓师
大会 ， 甲方代表 、 项目管理人
员、 工人代表等百余人参加。

据片区书记王鹏介绍， 为保
证劳动竞赛顺利进行， 项目部组
建了劳动竞赛组委会， 由项目总
指挥任组长， 项目执行经理任副
组长， 并成立竞赛活动办公室，
负责劳动竞赛的领导和组织策

划、 检查以及评比工作。 竞赛评
比总分100分 ， 分安全 、 质量 、
进度、 文明施工4项评分， 每月
20日考核 。 按阶段评比优胜单
位、 优秀管理者、 优秀劳务工等
项先进， 项目部将分阶段召开表
彰大会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

“我将带领团队， 百折不挠，
勇往直前……保证完成施工计划
和预售节点目标！ ”台上的十多位
与会代表饮下“出征酒”后，在誓
言墙上庄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中建二局济南项目启动百日劳动竞赛

首发经营公司“清凉”送进一线驻地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7月

12日进入头伏。 为做好酷暑期
间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 ，
给坚持奋战在各个岗位的广大
职工送去清凉， 首发经营公司
暑期慰问活动正式启动。

据了解， 首发经营公司管
理项目涉及京藏、 京港澳、 京
承高速公路等共10座服务区及
停车区、 13座加油站以及沿线
户外广告的经营与管理， 一线
员工中有近 60%工作在户外 ，
一年四季， 冒严寒顶酷暑， 克

服各种困难为过往车户提供优
质服务。

该公司对暑期 “送清凉 ”
工作高度重视 ， 慰问过程中 ，
领导班子成员带领机关部室负
责人兵分几路深入一线服务区
驻地、 加油站区、 食堂班等高
温作业场所， 为坚守在岗位上
的职工送去关爱 ， 并将药品 、
饮料等慰问品亲自发放至职工
手中 ， 确保慰问工作不走过
场。 同时对大家长期以来任劳
任怨、 踏实认真的工作精神给

予肯定和感谢。
在炎炎烈日下， 暑期慰问

活动不仅为职工送去清凉， 更
是让职工感受到了公司的关心
和温暖， 激发了职工奋发工作
的热情， 增强了职工队伍的凝
聚力。

截至发稿， 首发经营公司
暑期 “送清凉” 慰问工作仍在
进行中， 本次活动将继续本着
普惠制的原则， 将慰问品送到
每一位职工的手中， 将关爱送
至每一位职工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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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公共场所有了首个“爱心母婴室”
位于新世界商场四层 不仅为本单位女工服务还向公众开放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新世
界百货商场四层儿童区旁， “爱
心母婴室” 的门牌看上去格外温
馨。 推门而入， 儿童马桶、 男童
便池、 母婴台、 饮水机、 儿童洗
手池、 休息区一应俱全。 近日，
东城区首个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共
场所母婴关爱室投入使用。

崇外街道总工会主席朱少敏
介绍， 此举是为进一步加大母婴
关爱室建设力度， 在已建会企业
中大力宣传母婴室建设工作， 为
有特殊需求的一线女职工提供人
性化服务。 这座选在商场四层儿
童区域旁的母婴关爱室， 不仅为
本单位女职工服务， 还向公众开
放。 这里可满足妈妈和孩子们的
多重需求， 服务更多女性职工，

解决妈妈们带孩子逛街时遇到的
各种尴尬状况。

记者 昨 天 来 到 母 婴 关 爱
室 ， 注意到这个楼层是以卖婴
幼儿服装为主， 为了能给前来购
物的母亲和孩子提供更好的服
务 ， 关爱室内设置了桌椅、 婴
儿护理台、 微波炉、 冰箱等硬件
设施， 配备了优质安全的辅助用
品， 满足背奶妈妈的基本需求 ，
还有母婴健康护理宣传资料可
以翻阅， 让妈妈们休息哺乳的同
时进一步学习育儿知识。 母婴关
爱室的设立得到了妈妈们的一致
称赞。

据了解， 崇外街道总工会联
合北京易喜新世界百货有限公司
工会建设母婴关爱室， 是为了切

实维护孕期、 哺乳期女职工的权
益， 也是工会组织对地区女职工
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热点

问题和难点问题给予充分关切和
大力帮扶的务实举措。 未来， 街
道总工会还将逐年增加母婴关爱

室项目建设， 在全地区有需求和
有条件的单位全面建成母婴关爱
室， 保证数量与质量双提升。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记者
昨天从北京地铁公司获悉， 暑运
期间，北京地铁昌平站“母婴关爱
室”将正式面向乘客开放，该站临
近昌平北火车站。

昌平站“母婴关爱室”2016年
底初步落成， 因设备设施条件局
限，初期仅面向内部员工开放。但
因昌平站出行乘客中有很多是哺
乳期女性及携带婴幼儿出行的年
轻妈妈， 常会向站内工作人员求

助。 为落实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
会关于建设“母婴关爱室”的工作
要求，今年6月，昌平站区对原有
房间进行了全面升级， 现已基本
具备对外接待能力。

该站“母婴关爱室”位于站台
层， 门上挂有北京市工会统一配
置的“母婴关爱室”铭牌。室内面
积约为5平方米， 设置有哺乳区、
护理区等相对独立的功能性分
区。室内有婴儿护理台、哺乳沙发

等专业性的母婴硬件设备， 配有
供吸奶器设备使用的电源插座等
基础设施， 还提供纸巾等常用物
品， 充分满足出行母婴乘客的需
求。与此同时，站区还在屋内放置
了儿童读物、 儿童玩具、 育儿杂
志、母乳喂养宣传册等。

据悉， “母婴关爱室” 将与
地铁昌平站运营时间同步面向乘
客开放。 同时， 每天会安排专人
对室内进行卫生清洁。

地铁昌平站“母婴室”向乘客启用■ 相关新闻

坚坚守守岗岗位位战战高高温温 工工会会慰慰问问送送清清凉凉

连日来， 北京地区出现了
持续高温天气。 7月10日， 当
代商城党委书记、 董事长、 总
经理匡振兴前往停车场慰问了
在酷热天气中坚守服务岗位的
车场礼宾员 ， 将消夏解暑饮
料、 西瓜等送到员工的手中，
并提示管理人员要合理调整高
温时期的作息时间， 科学安排
室外作业轮换频次， 采取有效
措施防止中暑。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董晓文 摄影报道

近日， 中车二七机车公司为高温作业职工开展送清凉到一线活动。 公司安全监察管理部为职工发
放了驱蚊花露水、 藿香正气水、 矿泉水等防暑降温品， 让职工们感受到公司的关怀。

本报记者 赵思远 彭程 摄影报道

中建一局六公司职工志愿者无偿献血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左慧超）近日，中建一局六公司9
名职工志愿者到石家庄文化广场
献血屋进行集体无偿献血。

活动现场， 职工志愿者在工
作人员指导下， 认真填写献血登
记表，并测量血压、抽血化验 ，经
检验合格后进行无偿献血。 此次
献血职工中， 既有多次献血的志
愿者，也有首次献血的年轻人。职
工志愿者此次献血共计 2200毫

升。此前，公司志愿者团队还进行
了环保、交通等方面的志愿活动。

福田汽车“三期”女员工享精准关爱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福田汽车集团工会女工委 “爱在
身边 ” 活动启动 ， 为孕期 、 产
期、 哺乳期三期女员工提供精准
关爱服务。

据了解， “爱在身边” 活动
初期涉及母婴关爱室建设、 单亲
女工困难帮扶、 食堂孕妇窗口服
务和通勤班车孕妇专座四个方
面。 下一阶段， “爱在身边” 关
爱活动将在身份识别 、 医护服

务、 优惠服务、 妈咪俱乐部、 心
理援助、 与工会卡进行对接等内
容上陆续开展内容升级和扩展工
作， 为女员工带来更多、 更全面
的服务保障。

启动仪式完成后， 市总工会
女工部部长张秀萍说 ，“爱在身
边”活动的举办，为真正需要得到
帮助的女员工提供了专属爱心服
务平台，提升了女工组织形象，让
女工有家庭关爱的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