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尚控股公司召开首届职代会
本报讯 （记者 阎义） 日前，

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召开
了第一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这是原北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更名后的首届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运
行。 135名职工代表参会。

大会审议通过了 《北京时尚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实施细则》等四项工作制度，通过
了五个专门工作委员会主任及成
员建议名单。 该控股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吴立说，各级党组织要
充分发挥在推进企业和所属企业
职代会制度建设中的政治核心作

用， 要把职代会制度建设纳入党
组织工作计划和企业党政工作目
标中， 定期听取工会有关职代会
制度建设情况的汇报，统筹协调、
指导推进工作中各类重大问题的
解决，切实加强目标责任制考核，
确保职代会制度规范有效运行。

该控股公司党委副书记 、工
会主席顾伟达表示， 四项制度为
开展民主管理、 协商沟通搭建了
平台， 同时为基层开展工作提供
了制度保障。 工会要积极参与控
股公司结构调整， 推动民主管理
健康发展，为建设“时尚、科技、服
务”时尚产业集团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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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上的幸福之家”零距离温暖职工
中铁六局海外分公司推进互联网+工会服务工作

建国门职工“手绘雨伞”增进亲子情

本报讯 （记者 杨琳琳 ） “这
真是我们的幸福之家， 让我们无
论身在何处都能及时感受到工会
的服务。”近日，中铁六局海外分
公司工会推出的“幸福之家”官方
微信公众号成功上线， 被员工称
赞为“指尖上的幸福之家”。

据了解 ， 中 铁 六 局 海 外 分
公司工会探索拓展基层工会核
心职能作用， 以对接海外职工需
求为已任， 全面推进互联网+工

会服务职工工作， 强力打造具有
海外分公司特色的基层智能工
会， 推出 “幸福之家” 官方微信
公众号。

分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幸福之家” 上线后， 运用
精彩纷呈的 “会资讯”、 轻松生
动的 “会服务 ” 、 最接地气的
“会矩阵” 等模块给职工带来耳
目一新的体验 。 其中 ， “会资
讯” 板块与工会工作有机融合，

专门设置了 《工会要闻》 《工作
指南 》 《精彩回放 》 《工匠风
采》 等栏目的内容， 主要将有关
的工会信息在系统及时发布， 指
导基层工会工作、 弘扬劳模工匠
及先进事迹、 职工文艺精彩回放
等。 “会服务” 则主要侧重于为
职工提供普惠服务 ， 主要涵盖
《工惠吧》 《健康吧》 《悦读吧》
《寿星吧》 等栏目， 职工会员可
通过相应模块平台便捷查询企业

为职工推出的专属福利 “七彩
卡”， 包含每月寿星、 大龄青年
婚恋等信息服务。

同时，职工还可以通过《健康
吧》 栏目了解健康及心理咨询的
服务。“悦读吧” 则为大家提供海
量好书、 美文及最全报纸阅读服
务。“会矩阵”板块设有《寻找最美
劳动者 》《女职工园地 》《职工话
题》《海外娘家人在线》等栏目。

“幸福之家”官方微信公众号

一上线，就受到了职工的关注。职
工表示，微信公众号的启用，为海
外公司各级基层工会工作者、职
工搭建一个共同参与、 共同交流
的信息网络平台， 让基层智能工
会工作真正做到上手上心， 工会
服务真正实现了信息化、普惠化、
即时化， 大家能更便捷地感受到
“互联网+” 工会服务工作的新
体验， 让职工随时都可以感受到
工会的温暖。

开发区成立商业服务业工会联合会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撑开一
把洁白的雨伞，将颜料泼洒其上，
不一会儿，一把色彩绚烂、图案独
特的雨伞便出现在眼前。 8月5日，
东城区建国门街道总工会携手优
卡创意学院举办了一场职工家庭
趣味亲子活动，以“立秋手绘雨伞
为你遮风挡雨”为主题，给辖区职
工创造更多的亲子活动机会。

一大早， 苏州社区西镇江小
院内的创作台前已经坐满家长和
孩子。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大家

在伞具上画出自己喜爱的图案。
经过大家的想象和创作， 五彩斑
斓的景象在雨伞上呈现出来：有
漂亮的房子和草地、 有玩耍的小
朋友、有雨后的彩虹。

“愿每一个雨天，都有我为你
撑起一把雨伞，撑起一片蓝天，撑
起美丽的世界……” 建国门街道
工会主席王雪的温情寄语给大家
带来了温暖和感动。 所有的公益
伞都作为礼物赠送给参加活动的
小朋友们。 于佳 摄

本报讯 （记者 博雅 ）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商业、 服务业工会
联合会近日成立。 会议表决通过
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商业、服
务业工会联合会组织办法 》（试
行）；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联合会主
席、副主席。

商业服务业主要包括的企业
或机构为餐饮住宿、信息咨询、交
通运输、邮电通讯、物资供销和仓
储、居民服务、生活福利、技术服
务、法律服务、教育培训、文化传
播、健康、旅游、金融等。据了解，
目前开发区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企
业近万家，职工近5万人，该行业
不仅具有企业规模小、 涉及范围

广、经营分散、流动性大的特点，
而且是凝聚高智商人才、 拉动社
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行业， 是带动
经济增长、 引领产业结构优化的
主要力量。

商业服务业工会联合会的成
立，将依照《办法》，发展并利用工
会联合会平台，进行行业交流，总
结推广先进经验和典型， 促进行
业改革创新，带动行业和谐发展。
如： 针对行业特色组织职工开展
岗位练兵、技能比武和技术培训、
技术交流， 在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的同时促进行业职工队伍整体素
质提升； 了解和反映职工普遍关
心的共性问题， 参与行业政策的

制定， 促进本产业企业建立和谐
稳定的劳动关系； 借助开发区总
工会教育培训资源， 加强职工队
伍建设，促进产业企业发展。

北京经济开发区总工会副主
席李静表示， 成立商业服务业工
会联合会， 就是要充分发挥行业
工会联合会的覆盖优势，按照“哪
里有职工， 哪里就要建立工会组
织”的组建原则，最大限度地把分
散的小型企业和职工组织到工会
中来， 实现区域工会和独立工会
组织难以触及的“真空地带”和零
散单位的有效链接， 这是新时期
新形势下完善工会组织体制和健
全工会工作机制的重要途径。

开展行业交流 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促进改革创新

“快递小哥，你们辛苦了！”
近日， 顺义区总工会常务副主
席梁心愿、 职工服务中心主任
王寅来到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
司， 关心慰问在一线工作的员
工们，将200个清凉箱发放到职
工手中。 梁心愿还叮嘱顺丰快
递员工， 在为千家万户送去方
便的同时要注意防暑。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摄影报道

快快递递小小哥哥
辛辛苦苦了了！！

海淀区总下基层慰问一线工作者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感谢区总工会领导的慰问 ，
我们决不辜负领导对我们的希
望 ， 为海淀核心区建设立新
功 ”。 近日 ， 海淀区总工会领
导分别来到昊海公司第三项目
部 《两园之间棚改安置房 （一
亩园项目） 三标段》 工地和北
太平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慰
问战斗在一线的建筑工人与医
务工作者。

在第三项目建设工地，区总
工会领导将矿泉水 、 毛巾 、茶
叶、风油精、酸梅晶等防暑降温
物品送到农民工手中， 并代表
区总工会对冒着高温酷暑 、战
斗在一线的工人们表示感谢 。
叮嘱农民工朋友要在工作中注
意保重身体，做到劳逸结合。同
时， 区总工会要求施工单位合

理调整工作时间，改善伙食，配
备防暑降温药品和饮品， 确保
高温天气下安全施工。

在北太平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区总工会领导听取了中
心的业务工作开展、 职工之家
建设、工会建设、党建群团工作

开展状况以及关爱职工等活
动。随后，大家参观了中心职工
教育室、 职工书屋和文体活动
室，到各科室看望医务人员，详
细询问了日常工作、 身体健康
状况等， 并为中心职工送来防
暑降温慰问品。 赵思远 摄

本报讯 （记者 盛丽）8月4日，
北京公交集团举行了2016年度金
方向盘颁奖暨优质服务车组表彰
大会，120名公交驾驶员举起了象
征安全文明行车最高荣誉的 “金
方向盘奖”， 另有181个优质服务
车组接受表彰。

为鼓励和表彰在安全文明行
车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优秀驾驶
员， 北京公交集团于2014年设立
了“金方向盘奖”，按照男性驾驶
员安全行车100万公里、女性驾驶
员安全行车80万公里的标准给予
一次性奖励。此次活动表彰的120
名公交驾驶员，是从全市864条常

规公交线路的3万余名驾驶员中
严格筛选出来的。 公交集团相关
负责人表示， 金方向盘奖设立至
今， 已有344名驾驶员受到表彰，
其中包括21名女驾驶员， 安全行
车总里程达到3.7亿公里。

120名公交驾驶员获“金方向盘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