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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延庆
区总工会被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
室评为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单
位， 这是记者昨天从延庆区总工
会了解到的。

延庆区总工会总占地面积
7250.5平方米 ， 草坪面积2056.3
平方米 ， 院内现有乔木 74 株 ，
灌木27株， 已绿化面积2273.1平
方米。 按照 “首都绿化美化花园
式单位” 评定标准， 区总工会领
导高度重视绿化美化工作， 成立

了工作领导小组， 年初制定了工
作计划， 推进绿化美化工作。 区
总工会投入各类绿化美化资金
160万元， 并加大首都绿化美化
花园式单位的宣传， 强化干部职
工绿化美化意识。

同时， 区总工会还同区政府
创全国文明城区中心工作相结
合， 做好机关院内绿化美化建设
工作， 设专人管理并进行培训，
专人养护， 按时浇水、 割草和修
剪树木。

本报讯 （记者 阎义 ） 近
日， 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工会举办了 “快乐相 ‘缝’ 女职
工缝艺大赛”。

随着比赛的开始， 选手们立
刻进入状态： 拼图、 烫布， 调试
熟悉机器， 构思创意缝配饰， 一
台台电动缝纫机此起彼伏地奏响
着 “欢快的韵律”。 经过两个小
时的紧张比赛， 选手们精心完成
了自己的布品制作。 经评委组现

场打分和综合评价， 评选出一等
奖8名， 二等奖7名， 三等奖6名。

该公司工会主席顾伟达说 ：
“通过大赛倡导了时尚健康生活
理念， 也让职业女性与普通消费
者重新熟悉了解家用缝纫机， 享
受手作拼布的乐趣。 缝艺大赛搭
建了一个让布艺爱好者充分展示
自我、 分享创意的平台， 更展示
了时尚控股女职工热爱生活的精
神风貌。”

住总实业工会按职工需求送清凉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

员 李月梅）“孟主席， 您那儿职
工多， 您来看看暑期慰问的样
品 ，毛巾被 、凉被 、毛毯 、毛巾 、
凉席， 咱们职工更想要哪个？”
“凉被吧，我们征求了一下一线
职工的意见， 大家都觉得这个
比较实用。”工会干事小张专门
打电话表达了心声：“我们年轻
人更喜欢饮料， 这几种口味都
好喝 ！”近日 ，住总实业公司工
会正在向基层单位一一征询暑

期送清凉活动的相关意见。
据了解， 为实现 “精益服

务 、精准服务 ”，公司工会在征
求职工意见的基础上， 为职工
购买了最具人气的慰问品———
饮料及夏季薄被。 党政一把手
带队， 住总实业公司领导深入
基层， 不仅为一线职工送去了
饮料 、绿豆 、夏凉被 、暑期药品
等慰问品， 还送去了公司的关
怀和慰问， 在火热的七月送去
一丝清凉。 在感谢一线职工辛

苦劳动的同时， 公司领导更嘱
咐基层单位要合理安排生产作
业时间，注意饮食安全，务必做
好职工防暑降温各项工作 ，切
实保障暑期安全生产。

“没想到，这次送清凉活动
采纳了我的意见， 工会想得太
周到了， 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感
到丝丝凉意了。”大家都在为工
会的细致工作点赞。据悉，此次
送清凉活动涉及人数近900人，
发放慰问品价值约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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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二局三公司打造“1+1+N”职工志愿服务
在物质帮助+精神帮助基础上开展精准帮扶 服务社会和特需人群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1+1+
N” 帮扶模式， 即在进行物质帮
助+精神帮助的基础上进行精准
帮扶， 这是中建二局三公司职工
志愿服务打造的新模式，几年来，
累计服务各类人群达12万次。

据中建二局三公司工会主席
毛锦来介绍，近年来，公司把职工
志愿服务作为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和服务社会、 扩大企业社会影响
的重要工作来抓。 职工志愿者服
务队自成立以来一直将热心社会

公益实践、志愿服务结对帮扶、践
行央企社会责任作为中心工作，
成立学校志愿小分队、 交通志愿
小分队、社区志愿小分队、重大活
动志愿小分队，在各自领域服务。

毛锦来说， 在北京市兴华农
民工打工子弟小学、 天津市杜庄
农民工打工子弟中心小学、 江西
省南昌市生米中心特殊学校、河
北省廊坊市睿聪聋哑残障学校、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特殊教育学
校、湖北省来凤县红岩堡小学、深

圳市陂沟村小学、 云南省彝良县
双河村小学、天津SOS儿童村等9
所特殊学校的结对帮扶活动中，
学校志愿小分队担当了重要的组
织和服务角色。三年来，公司累计
捐助物资200余万元，服务帮扶学
生4万余人次。

针对地处国家贫困偏远山区
的云南省彝良县双河村小学，公
司通过竞聘演讲、层层选拔、爱心
接 力 的 方 式 开 展 了 “ 筑 梦 计
划———爱心接力支教山区 助力

未来”大型公益工程，在范围、责
任、 义务等诸多方面对公司派遣
接力支教的青年员工进行了详细
的规定和解读， 为贫困山区的孩
子持续送去知识与光明。

党团日活动中，公司在北京、
天津等地， 组织交通志愿小分队
化身交警与站务员，疏导交通、倡
导文明出行、热心解答旅客，累计
服务群众28000余人次。社区志愿
小分队开展了多起以 “邻里守望
情暖中建” 为主题的社区服务活

动，累计服务居民13000人次。
近年来， 中建二局三公司荣

获国家级、省部级志愿服务、社会
公益、 文明组织相关高优荣誉20
余项。 唐山分公司连续三年组织
职工志愿者到定点帮扶基地――
丰润火石营镇开展定点帮扶活
动， 并邀请抗战老兵到唐山世博
园开展“重温红色经典、畅想绿色
之行”主题活动，该志愿活动在第
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中获得银奖。

清清凉凉解解暑暑饮饮品品 送送进进生生产产一一线线

7月14日 ， 平谷区总工会
以 “送清凉、 送健康” 为主题
开 展 夏 日 送 清 凉 活 动 ， 把
12000箱矿泉水送到区公安分
局、 区环卫中心、 北京金通远
建筑公司、 平谷区医院等10家
单位。 每到一家单位， 领导们
都详细询问了一线职工的需
求， 了解防暑降温设施、 设备
配备情况和防暑降温措施落实
情况。 并慰问坚持在高温下工
作的一线职工， 提醒他们注意
防暑降温、 确保身体健康。

本报记者 马超 摄影报道

京城近期的连续高温
“烤” 验着建筑工地的建设
者们， 中建二局一公司工会
及时为他们送上清凉解暑
品 。 图为该公司北京亦庄
1＃3＃办公楼项目农民工抱
着工会送来的大西瓜， 乐开
了花。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云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大华山镇总工会举办周末
大讲堂活动， 近百名职工参加。

此次大讲堂活动特邀请北京
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市婚姻
家庭研究会会长佟新以 “夫妻平
等关系的建立与协调” 为内容进
行授课。

课上， 老师从理想的夫妻关
系开始， 讲述了怎样建立夫妻平
等关系、 处理家庭关系的原则以
及如何正确处理家庭矛盾等多方
面内容， 并用具体案例对大家进

行深入细致的讲解， 引起职工的
极大兴趣。 讲座结束后， 老师与
职工进行面对面交流， 并对职工
提出的问题进行逐一解答。

33.92万人次职工受益“一年期重疾”保障
本报讯 （记者 杨琳琳 ） 记

者昨天从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服
务中心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
京办事处） 获悉， 一位来自北京
市金融工会的患病女职工顺利获
得40000元理赔金。

据悉， 该名女职工共投保4
份 《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
活动 》 （一年期 ）， 每份40元 。
2017年3月14日， 经医院确诊为
甲状腺癌， 经市职工互助保障服
务中心审核， 符合一年期重疾给
付标准， 获得理赔金40000元。

2017年初， 市职工互助保障
服务中心面向全市推出一年期

《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活
动 》 （ 以 下 简 称 “ 一 年 期 重
疾”）， 将重大疾病互助保障活动
的保障种类从15类扩大到25类，
受到广大基层工会和基层职工的
欢迎。 自一年期重疾推出以来，
累计参保职工33.92万人次 ， 受
助金额达25.35万元。

当前社会工作节奏快、 压力
大，女职工甲状腺癌、乳腺癌等疾
病高发，一年期重疾以低保费、高
保障的特点， 在进一步缓解在职
职工因患重大疾病造成的经济困
难方面有着较高优势， 成为工会
服务职工关爱职工的有力措施。

巴威工会千余箱清凉饮慰问职工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北

京巴威公司工会 “暑期送清
凉” 工作启动。 记者昨天从该
公司工会获悉 ， 自5月17日第
一次发放清凉饮品至今， 已累
计为职工发放1600余箱饮品 ，
受到了职工的好评。

据了解， 巴威公司工会在

上半年召开工作会议， 根据以
往的经验将 “送清凉” 工作各
个环节总结成经验 ， 编制成
《北京巴威公司工会 “送清凉”
活动指导书 》， 将各项职责落
实到具体的负责人身上， 由公
司工会指导实施， 确保 “送清
凉” 工作及时开展。 工作人员

介绍， 目前， 公司工会每天上
午 、 下午分两次对露天作业 、
生产一线职工及高温高热特殊
岗位职工发放绿豆汤， 受益职
工已达900人。

未来， 公司工会还将持续
关注职工的身体健康， 确保职
工平安度过暑期。

时尚控股工会邀女工快乐相“缝”

延庆工会获评绿化美化花园单位

大华山镇近百职工聆听周末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