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庆区儒林街道大地影院工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7月31

日 ， 延 庆 儒 林 街 道 大 地 影 院
召 开 第一次代表大会 ， 会员代
表民主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工会委
员会， 这意味着大地影院工会正
式成立。

本次会议采取差额选举的办

法， 经过公平、 公正、 公开的原
则无记名投票， 选举翟玉凯为工
会主席。

儒林街道总工会副主席路静
霞说， 希望大地影院工会建成让
职工信赖的职工之家， 工会干部
当好职工的 “娘家人”。

10余家企业提供300余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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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园林绿化行业“四步走”提升谈薪实效
先调研 再协商 终签字 后督导

延庆护理专业职工职业技能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召开工
资协商启动大会； 启动工资协商
调研工作；两次召开协商会议，双
方首席代表在 《北京市园林绿化
行业2017年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
上签字；9、10月，工会联合会将对
企业二次协商进行督导……这种
先调研、再协商、终签字、后督导
的“四步走”工作模式提高了该行
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实效性， 增加
了行业职工的获得感。

“第二条第四款第一部分修
改为： 在日标准工作时间外延长
工作时间，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
照不低于小时工资基数的150%
支付加班工资。以上内容的修改，

请各位代表审议”……8月2日，北
京市园林绿化行业2017年度工资
集体协商会议召开，双方代表就7
月14日提出的修改内容进行了充
分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在
《北京市园林绿化行业2017年工
资专项集体合同》上签字。

市园林绿化局工会主席 、市
园林绿化企业工会联合会主席侯
雅芹说：“我们于3月初至5月上旬
对园林绿化企业工会联合会的84
家会员单位发放了企业和职工调
查问卷， 召开了部分企业的职工
座谈会。 我们重点围绕企业工资
分配制度、职工福利、工资协商建
制及开展情况等内容开展调研。”

今年在制定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
同的时候， 除了明确规定了行业
工资调整幅度和最低工资标准
外， 还对加班工资的支付进行了
协商。同时，加强职工福利费及教
育经费使用、劳动保护标准、高技
能人才待遇、 带薪休假等 “四必
谈”内容，作为今年协商的重点内
容，并提出了必须协商的要求。接
下来， 园林绿化行业协商双方将
建立工资集体合同履行情况监督
检查小组， 定期对行业工资集体
合同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及时
协商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据了解， 市园林绿化企业工
会联合会成立于2015年11月 ，现

有会员单位84家 ， 覆盖职工约
14762人。 由于园林绿化行业特
点， 在园林绿化企业中季节性用

工占到企业用工的51.5%。该行业
工会联合会于去年进行了第一次
工资协商。 孙妍 摄

顺义“2017送清凉”惠及1.2万职工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成
为工会会员后， 可以凭工会会员
互助服务卡享受免费保险， 以及
优惠逛公园 、 看电影等多项服
务 。” 近日 ， 为推动企业建会 ，
西城区广外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
连续四天到马连道茶城进行现场
办公， 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共
有来自100多家茶企商户的200余
名员工当场决定加入工会。

现场， 广外街道总工会的工
作人员在物业部门的配合下， 首

先对茶城商户进行了集中宣讲，
讲明了建会的意义， 讲透了建会
的好处。

会后， 工作人员又不厌其烦
地解答了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
使商户对工会组织有了更加全
面、 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许多商
户更是当场便决定入会。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不让商
户为办手续而来回奔波， 广外街
道工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特意带
来了复印机 、 笔记本电脑等物

品， 当场为有需求的商户办理了
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得到了大
家的好评。

广外街道总工会现场办公促建会

本报讯（记者 马超）7月28日，
由延庆区总工会、 区医院联合举
办的2017年延庆区“职工技协杯”
职业技能竞赛护理专业决赛在区
医院科研教学楼开赛。

本次比赛分为除颤技术 、经
口鼻腔吸痰技术两个项目。前期，
区医院组织内科系统、外科系统、

妇儿系统、 门急诊系统30余位护
理人员进行了两个项目的初赛，
通过实操的形式遴选出排名前10
的选手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
消化科杨楠、 急诊科常青分别获
得除颤技术、 经口鼻腔吸痰技术
的第一名。赛后，区总工会为获奖
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励奖金。

本报讯（记者 张江艳） 近日，
顺义区总工会主席李国新先后走
进西马坡物业服务中心和市政市
容委垃圾处理厂慰问一线职工，
并将清凉包发放到职工手中。

李主席详细询问了职工的工
作和生活状况， 并叮嘱大家注意
防暑、保重身体。 他说，各单位要
加大防暑降温和中暑急救知识的
宣传教育，做好饮食卫生、防暑降
温、疾病防疫等工作，切实将职工
的身体利益放在首位。 职工对区
总工会的慰问表示感谢， 表示一
定不辜负各级组织的关爱， 以更
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和精神状态，
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此次“送清凉”活动加大了帮
扶力度，投入资金60万元，区总工
会常务副主席梁心愿、 副主席李

慧哲先后慰问了区交通支队、城
管、环卫中心、顺丰速运等多家户
外作业单位，惠及职工1.2万人。

另悉， 顺义区总工会要求各
级工会要坚持以人为本， 牢固树

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
把防暑降温和高温期间劳动保护
工作作为近期一项重要工作来
抓，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防暑降温
责任制。

卢沟桥工会“搭桥”办首届招聘会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近日，

丰台区卢沟桥地区总工会联合乡
组织部、 文明办、 经委、 社保所
等部门， 在万丰小吃城举办卢沟
桥地区首届 “才聚万丰” 人才招
聘会。

为使不同求职人群参加招聘
活动， 确保招聘活动取得实效，
本次招聘活动通过媒体、 微信、
QQ等多种平台宣传招聘信息 ，
向下岗职工、 农民工提供就业岗
位300余个。 同时， 地区总工会
还印制了10000份工会知识宣传
折页， 设立职工沟通宣传站点解
读职工提出的问题。 此次招聘会
共汇集 “和谐广场、 恒泰广场、

便宜坊 、 万隆汇洋家居建材市
场” 等10余家大型知名企业， 涉
及商超 、 餐饮 、 家居建材等行
业， 活动为求职者提供经理、 主
管、 厨师、 保洁、 服务员、 保安
等岗位。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招
聘会是地区总工会落实新形势下
创业就业扶持的拓展和延伸， 多
管齐下推进精准服务企业、 服务
职工实事项目的品牌活动。 招聘
会通过工会搭台、 部门联合、 企
业参与， 构筑务工者与企业直面
交流的桥梁， 畅通工会与职工沟
通的渠道， 吸纳更多的优秀人才
到卢沟桥就业创业。 陈艺 摄

““助助学学大大礼礼包包””暖暖了了职职工工心心
“没想到孩子开学之际能收到这样实用的礼物。 咱所真是体贴入

微， 暖到了我们的心里。” 近日， 航天科工二院203所为今年即将升入
小学的31名职工子女， 送去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一个大礼包， 书包、
文具盒、 水杯等各类用品一应俱全。 此项活动作为203所常规活动已
经持续了五年时间。 通讯员 吴巍 摄影报道

(上接第1版)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新推的

共有产权住房， 专门规定了 “新
北京人 ” 的分配额度 。 办法明
确， 各区人民政府根据共有产权
住房需求等情况合理安排共有产
权住房用地， 其中， 满足在本区
工作的非本市户籍家庭住房需求
的房源应不少于30%。

共有产权住房实行网上申
请 ， 符 合 条 件 的 家 庭 ， 登 陆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房管局 ）
官 方 网 站 提 出 项 目购房申请 ，

在线 如 实 申 报 家 庭 人 口 、 户
籍 、 住 房 等 情 况 ， 并 准 备 相
关证明材料。

共有产权住房购买 5年后 ，
可按市场价格转让所购房屋产权
份额。 同等价格条件下， 代持机
构可优先购买， 继续作为共有产
权住房使用； 代持机构放弃优先
购买权的， 购房人转让对象应为
其他符合共有产权住房购买条件
的家庭。 此举有利于实现共有产
权住房循环使用， 更大程度上发
挥保障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