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1版)
据了解， 阜内大街南北两侧

共有电线杆、 灯杆、 监控线杆、
交通信号灯、 各类指示标识、 包
括废弃备用线杆在内的标识标牌
约为183个。 此次整治提升 ， 西
城区提出了 “综合杆” 的概念，
除对布点位置有要求无法移除
的， 对老旧杆、 废弃杆及非必要
备用杆、 标识进行归纳整理， 将
必需的交通指示功能、 电车线杆
功能、 路灯照明功能、 交通治安
监控功能、 旅游引导功能统筹综
合。 整合后的各类线杆标识数量
将减少到55个， 其中 “综合杆”
36根， 多为对向布置， 不仅能满
足相应的市政功能， “综合杆”
本身亦将成为改造后阜内大街的
一道特色风景。

根据旧时记载， 京西门头沟

斋堂的煤车均由阜成门进城。 因
“煤” 与 “梅” 谐音， 此次整治
提升将提取 “梅花” 元素， 结合
祥云纹样等细节意象， 运用在井
盖、 车挡石、 影壁及护栏上。 此
外， 针对阜内大街停车难问题，
将在二期工程中在白塔寺对面空
地建设地下停车场， 预计停车位
110个， 地上则将建成公园 ， 作
为白塔寺对景。

据介绍 ， 阜内大街改造提
升 一期工程将于今年10月份竣
工， 二期工程 （赵登禹路至西四
大街段 ） 将于 2018年实施 。 目
前， 位于阜内大街161号的阜内
大 街 整 治 复 兴 计 划 展 示 中 心
已 正 式对外开放 ， 参观者可以
形象直观的了解改造细节， 并面
向社会各界人士和本地居民收集
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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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马坊镇区域协商“瞄准”两类人群
救助特困职工、奖励优秀人才写进工资协商协议

顺义市政自来水职工有了培训基地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今年
协议签订了， 关爱救助特困职工
和激励奖励优秀人才两项内容写
进协议了。”这几天，工资协商结
果的消息像长了翅膀， 传遍了平
谷区马坊镇。

据平谷区总工会集体协商指
导组组长王春景介绍， 在平谷区
马坊镇区域集体协商职代会上，
80名职工审议通过了该镇2017年
度《工资协商协议》的《议案》。今

年， 马坊镇将2017年区域企业职
工最低工资标准由2016年的2100
元提高到2205元，同比增长5%。

协议新增的内容有：“本区域
企业内职工及家庭成员遭受意外
灾害、意外事故的；职工长期患大
病、重病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生
活困难造成子女上学困难的；困
难职工向企业提出申请， 企业工
会进行核审后， 各企业应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 年度内给予一次

性500—5000元的救助”，“对企业
有重大贡献， 带来重大经济效益
的突出人才，视本企业情况，予以
1000—10000元奖励”。

“这意味着职工的获得感更
强了。”王春景说。

据介绍，马坊镇742家小微企
业中，建会和集体协商“双建制”
率超过90%， 持证上岗的各类技
术职工超过60%以上。其中，一批
优秀科技人才享受了企业及政府

的奖励。 需救助的困难职工接近
2%，经过近年来的 “协商谈薪 ”，
逐年增加工资福利待遇， 年年都
有困难职工脱贫的实际情况。

据了解， 工会为保证工资协
商效果， 通过层层推荐和集中培
训，选出7名镇总工会干部及专职
工会工作者、22名农村联合工会
兼职工会工作者和24名企业工会
兼职工会工作者，组成3个规范集
体协商评价监督小组， 不定期走

进镇域和村域企业，指导、监督、
评价 《区域企业集体合同》《工资
专项集体合同》和《区域企业女职
工特殊权益保护集体合同》 的形
成、签订和履约情况。

从2011年至2016年的6年间，
3个规范集体协商评价监督履约
小组的53名成员， 共收集企业职
工意见和建议183条， 并以此提
出29条存在问题整改建议， 全部
得到落实。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 昨
天， 记者从顺义市政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获悉， 由其筹建的 “顺义
区市政控股自来水公司职工技能
培训基地” 正式揭牌成立。 该基
地今后将主要用于职工技能培
训， 目前相关培训设备已全部安
装完毕， 并投入使用。

成立当天， 培训基地对第一
批学员就供水机泵、 液压碟阀、
高低压供配电设备及安全技术操

作等涉及到水厂运行设备的专业
知识进行了理论与实操培训。

据了解， 培训基地位于自来
水一水厂内 ， 占地280平方米 ，
内设办公室、 理论培训室及三个
实操培训室， 可同时容纳100人
进行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培训，
实现了学员从理论到实践的有效
衔接。 该基地可为市政控股公司
下属多家企业提供电工、 生产运
行工、 机泵维修工等多项培训。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我的
作品叫做花团锦簇， 虽然使用的
花材不多， 但也能给人一种春意
盎然的感觉。”第一位上场的插花
选手边操作边介绍。8月4日，由朝
外街道总工会、 街道劳动科联合
举办， 北京精灵时创职业技能学
校、 北京昆泰嘉华酒店协办的朝
外街道2017年服务行业职工技能
风采展示活动在昆泰嘉华酒店举
行。地区9家重点酒店餐饮企业的
28名参赛选手参赛。

据了解，朝外街道于2013年、
2014年 、2015年已成功举办三届
酒店餐饮行业职工技能风采比赛
或展示活动。今年，主办方结合各
单位选手报名的情况， 安排了宴
会摆台、花式调酒、艺术插花、美
容美发、手工雕刻共计五个项目。

比赛间隙， 还穿插有企业自编自
演的文艺节目。 街道副主任李艳
玲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全面
展示服务行业职工的专业技能水
平和才艺风采，激发职工干一行、

爱一行、钻一行的爱岗敬业意识。
同时， 活动也为各参赛单位创造
一个加强企业文化品牌宣传的契
机，搭建一个相互学习交流、共同
提高的平台。 刘欣欣 摄

互助保障送清凉 服务职工到一线

本报讯 （记者 杨琳琳） 近
日，北京气温节节攀升，在环卫
所 、加油站 、建筑工地 、医院护
士站、垃圾处理站等基层一线，
众多职工深切地感受到工会职
工互助保障对他们的关爱。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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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续去年
暑期 “送清凉 ”活动 ，扩大服务
覆盖面， 继续将工会职工互助
保障的关爱送到一线职工手
中。8月初， 市职工互助保障服
务中心领导班子分别带领党

员、志愿服务队成员，开展暑期
“送清凉 ”活动 。活动将为中铁
电气化 、环卫集团 、城建集团 、
市政路桥等40家基层职工发放
防晒霜 、沐浴露 、酸梅晶 、花露
水等清凉包5000个，防晒伞1710
把，环保袋3850个，矿泉水等其
他清凉品若干。 此次活动以深
入基层一线为特点， 在炎炎夏
日为他们送上一抹清凉。

据介绍 ，此次 “送清凉 ”活
动是市职工互助保障服务中心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的重要举措， 是该中心党
支部系列主题党日活动的重要
方式。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 “送清凉 ”活动 ，体现了党
员领导干部关心基层联系基层
的优良作风， 展现了职工互助
保障人服务基层服务职工的良
好风貌。

延庆区总“清凉”送进世园冬奥工地

朝外餐饮企业职工技能赛上秀才艺

本报讯（记者 马超 ）近日 ，
本市持续高温， 延庆区总工会
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 慰问世
园会、冬奥会工地一线工人。

延庆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
主席张树坡， 常务副主席杜志
刚、 副主席刘少强一行先后到
世园会园区工地 、 “奥运通
道” ———延崇高速建筑工地和
小张家口综合处理中心， 慰问
高温作业的一线劳动者。

慰问现场， 工会领导为一

线工人送去矿泉水、 绿豆、 白
糖等防暑降温物品， 并对大家
迎着烈日坚守岗位， 战酷暑斗
高温， 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建
设美丽延庆表示感谢， 同时叮
嘱相关部门要关心 、 爱护工
人， 在高温天气要合理安排作
息时间， 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
业， 注意身体安全， 特别要做
好预防中暑工作。

工会的温暖让工人们在酷
热的夏日里感受到丝丝凉意 ，

现场的工人纷纷表示， 将以饱
满的热情做好本职工作， 为延
庆两大世界盛会贡献力量。

乘乘务务员员变变身身““推推拿拿师师””
昨天中午， 公交集团第一客运分公司第六车队的司机休息室内，

426路乘务员杨美英为工友们进行中医推拿按摩。 杨美英自费拜师学
习中医按摩推拿疗法， 学成后， 利用休息日时间在车队职工休息室为
战斗在一线的广大司售人员奉献一份爱心， 并且传授职工一些自我调
节疲劳和穴位按摩的小窍门。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