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 近日，
房山区青龙湖镇总工会组织召开
第一次职工沟通座谈会。 青龙湖
镇党委委员、工会主席景淑凤，镇
总工会工会委员、社保所所长、青
龙湖龙腾劳务服务中心法人代表
及龙腾劳务服务中心100余职工
参加了此次活动。

会上，工会工作人员就“什么

是工会”“工会职能”“工会的优惠
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同
职工深入沟通交流， 了解大家的
想法和难处， 为今后工会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方向。相关负责人说，
此次会议的召开， 不仅提供了一
个职工与工会沟通交流的平台，
还为工会工作奠定了群众基础，
扩大了工会组织覆盖面。

青龙湖工会召开职工沟通座谈会

本 报 讯 （ 记 者 余 翠 平 ）
“这样的活动太有意思了！” 7月
13日上午， 丰台区长辛店镇总工
会在丰台妇幼保健院开展了 “关
爱女职工” 音乐沙盘心理减压活
动， 镇域内30多名女职工代表参
加了活动。

据了解， 镇总工会组织此次
活动， 旨在通过游戏中的非语言

表达和语言表达， 教女职工学习
正确表达爱与被爱， 使内心关于
爱的困惑或爱的情结得以释放和
转化，获得心灵成长，让生活更加
美好。“此次活动能够帮助我们增
强自我保健意识， 接受身心健康
管理，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会以更
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职场、服
务社会。”参加活动女职工表示。

长辛店镇沙盘活动帮女职工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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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赵忠航） 篮球友谊赛、 入职微心
愿、赠送学习书籍……12日，中铁
二十二局四公司 2017年入职新
人 带 着 公司为他们准备的入职
“文化大礼包”踏上工作岗位。

据了解，公司工会、人力资源
部、 团委为帮助新职工快速融入
企业，联合组织开展了以“正青春
再出发”为主题的新职工篮球、羽
毛球、乒乓球友谊赛。为了更好地

聆听职工心声， 了解入职需求和
工作方向， 四公司党委宣传部还
开展了“和未来有约”主题微心愿
征集活动等。

近年来， 公司针对新职工特
点开设绿色通道， 改善工作环境
和生活环境， 为他们的成长和发
展提供平台。3年间， 公司招聘大
学毕业生494人，参与“导师带徒”
活动247对，针对新职工的各类培
训12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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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81个职工子女托管班将陆续开班
今年新推出20项职工志愿课程和参观实践资源供托管班挑选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昨天上
午，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2017年
度暑期托管班正式拉开帷幕。即
日起， 由北京市总工会支持开办
的全市81个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
将陆续开班， 帮助3000多名子女
家长解决后顾之忧。

市职工服务中心托管班由市
职工服务中心、 首都职工志愿服
务运行中心联合西城友邻社工事
务所，延用“工会+志愿+社工”的
合作运行方式开办， 共同承接了
来自市直机关、宣武医院、北京市

对外服务办公室、 国网北京市电
力公司、 国家大剧院和市职工服
务中心6家需求单位的127名职工
子女，设置3个班级，每班配备1名
教师班主任、1名助教和2名志愿
者负责日常管理。

在课程设置上， 以孩子兴趣
为出发点，从体质提升、文化素养
培育、语言能力训练、手工创意实
践4个方面安排了校园防身术、国
学、英语外交官、播音主持、快板、
传统剪纸、 机器人制作等11项兴
趣课程和两次社会实践课程。

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张秀萍
介绍， 今年暑期托管班采用了由
市总女工部牵头征集单位意向、
购买社会服务、 对接职工需求的
办班模式进行。 托管班面向就读
于小学1-6年级的职工子女，年龄
覆盖6-12岁。 职工向所在工会提
出申请， 缴纳材料费和伙食费即
可入托，托管共7周时间。

今年， 市职工服务中心还面
向全市基层工会组织和职工志愿
服务队伍征集服务内容， 推出了
包括电力城市、心理互动课程、校

园安全讲座、 食品安全科普等在
内的10项职工志愿课程资源和天
坛神乐署、景泰蓝制作技艺、劳动
人民文化宫展览参观、 三元集团
等10项职工志愿参观实践资源，
供81家工会托管班挑选预约。

据介绍， 根据职工具体需求
和开办单位的实际条件， 托管班
采取三种办班模式： 在有职工子
女托管需求且条件成熟的单位，
建立 “单位内部职工子女暑期托
管班”；在需求较大且具备条件的
街道社区， 依托工会服务站开办

“街道社区职工子女暑期托管
班”；主办单位与附近街道社区或
学校联合开办托管班。

“在资金来源方面，采取职工
单位（街道社区）工会提供部分资
金支持、学生家长出一些的形式，
保障托管班顺利开展。 市总工会
对特殊行业、 特殊群体为主的职
工子女托管班给予部分补贴，主
要用于购买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
的服务。”张秀萍表示，托管班结
束后，9至10月份， 市总工会将对
此项目开展情况进行总结评估。

中铁二十二局新人入职获文化礼包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13
日， 首开集团望京实业公司工会
主席周志刚等领导， 带着精心准
备的 “生活大礼包” 和公司对困
难职工的问候， 来到了困难职工
臧瑞苹的新家。

一进门， 臧瑞苹就紧紧握住
了周主席的手， 对他的到来和公
司领导多年来对她的关心与照顾
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主席把公司
工会为她精心挑选的生活用品送
到她身边， 详细询问了她的生活
状况、 爱人的身体状况及孩子的
学习情况， 让她安心工作， 有需
要随时与工会联系， 公司工会一
定会尽力给予帮助。

据了解， 前不久， 公司与北

京市保障房中心经过多轮沟通洽
谈 ， 在燕保·马 泉 营 家 园 整 体
趸租 40套 ， 以租赁的方式为职
工解决住房问题。 现在已经有26
名职工喜迁新居， 拥有了属于自
己的房子， 其中， 兴安物业困难
职工臧瑞苹也是这26位幸运儿中
的一员。

由于臧瑞苹的丈夫重病在
家， 孩子正在读初三， 家庭全部
开支都落在她身上， 公司工会先
后为她组织捐款， 安排地下室
住 房 ， 想 方 设 法 创 造 条 件 帮
她渡过难关 。 当得知马泉营公
租房的消息后， 公司工会专门为
困难职工开通绿色通道， 在分房
分配方案中， 加重了对困难职工

的帮扶力度， 让她顺利地选上了
心仪的房子。

公司工会主席周志刚表示 ，
对于困难职工来说， 得到企业的
精准帮扶， 缓解家庭困难， 不但
可以解决职工面临的实际问题，
更能让全体职工感受到 “企业如
家” 的文化氛围。

望京实业精准帮扶让职工感受“企业如家”

深入落实工会改革方案要求 推进工会改革工作任务完成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7月12
日， 市建筑工会召开建筑工会系
统工会改革交流推进会。

举办推进会目的是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和市委党的群团工作会
议精神， 推动企业落实 《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
的意见》 《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方案》 《北京市总工会
改革方案》。

会上， 市建筑工会主席宋丽
静就工会为什么改革、 改什么及
怎么改进行了说明。 宋丽静还就
改革方案的制定和改革措施的落
实从学习、 思考、 研究， 设计、
成稿 、 修改 ， 报审 、 通过 、 印
发， 推进、 丰富、 发展四方面提
出了具体工作要求。

首创集团、 住总集团等工会
主要负责人进行重点交流发言，

各参会单位围绕深化改革和落实
任务清单进行了交流讨论， 表示
要进一步在本系统深入落实工会
改革方案要求， 完成工会改革工
作任务。

会上，北辰集团、自来水集团
工会介绍了集团型职代会工作经
验和做法， 市总工会权益部就相
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大家就推进
集团型职代会进行了深入讨论。

市建筑工会系统交流工会改革创新经验

农农民民工工子子女女
开开启启梦梦想想之之旅旅

昨天，由全国总工会指导，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会等十
一家单位共同主办的 “感恩祖国·拥抱未来”———2017年阳光少年成长
营开营仪式举行， 来自全国670名农民工子女欢聚一堂开启梦想之旅。
活动中，670名农民工子女将参观天安门、人民大会堂，走进圆明园、颐
和园、长城、故宫、抗战纪念馆等，通过“体验+科普+励志+成长+感恩”
五个主题活动，感受北京之旅的精彩。 通讯员 杨保川 摄影报道

工会搭鹊桥 职工喜牵手
“情动60秒”“男孩的心思女孩你来猜”“爱要大声说出来” ……近

日，由顺义区南法信镇总工会主办的“你我有约”单身职工相亲大会上，
活动组织者精心设计的一系列互动环节，将相亲会推向高潮。当天，有4
对男女青年在现场牵手成功。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