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松峪乡工会党员干部带头清河道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黄松峪乡组织工会党员干
部对河道内的垃圾进行全面彻底
清理， 将河长制工作落到实处。

此次河道环境整治活动， 工
会党员干部积极参与 ， 围绕水
清、 岸绿、 安全、 宜游的目标，
对河道进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活动中， 大家发扬不怕脏、 不怕
苦的精神， 手持垃圾夹， 经过2
个多小时的努力将垃圾清理干
净。 此次整治行动共出动人员47
人次， 垃圾车10辆， 清理建筑垃
圾0.5吨、 白色垃圾100公斤。

下一步， 黄松峪乡总工会将

通过微信公众号 、 悬挂宣传横
幅、 黄松峪报等方式， 广泛宣传
“河长制” 工作， 普及河道保护
知识， 让党员群众积极投入到保
护生态环境、 保护水资源的活动
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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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人民商场三举措让职工离岗不离“家”
增强归属感 帮扶助困 关注心理需求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通讯
员 韩颖 ） 记者昨天从通州商业
资产运营公司获悉， 作为区国有
商业企业，在服务“待岗职工”这
个特殊群体过程中， 通州人民商
场工会以对待家人的态度， 通过
“增强归属感、帮扶助困、关注职
工心理需求”三个举措，把“待岗
职工” 这支队伍紧紧地挽在企业
身边，保证了企业的和谐稳定。

据了解， 在增强职工归属感
方面，每逢商场组织文体活动、知
识竞赛、培训、参观考察等，商场
工会都会通知到每一名待岗职
工， 让他们感受到企业的牵挂和
关心。活动中，通过谈心、交流等
环节把握职工的思想和生活状
态， 及时帮助或协助他们解决生
活中的困难， 让待岗职工把工会
当成娘家，敢于向工会吐露心声。

今年， 一位家住农村的待岗
职工的妻子因喷洒农药不慎中
毒，病情危重，为救治不仅花光了
积蓄，还欠下几万元的债务。商场
工会了解到情况后， 研究相关救
助政策， 同时迅速组织百余名在
岗干部职工开展“救一个人、献一
片心”的募捐活动，仅用一周的时
间就筹集了五万余元的善款。被
帮助的职工激动地说 ：“感谢工

会，感谢同事们，让我在困难时感
受到企业的温暖！”

关爱职工不仅要关心他们的
工作，更要了解他们的心理需求。
商场坚持把待岗职工纳入到企业
文化建设体系中， 通过不定期组
织“我为企业建言献策”等企业文
化建设活动， 让待岗职工知道他
们仍是企业的一员， 一样为企业
发展做贡献。同时，在企业或合作

方有岗位需求时， 根据个人技能
为他们推荐不同的岗位， 重新上
岗，并要求用人方要公平对待，维
护他们的尊严。

商场工会相关负责人说：“通
过努力， 我们赢得了待岗职工的
尊重和信任 ， 让职工离岗不离
‘家’，这个‘家’不仅是劳动关系
所在，更是他们的情感家园、精神
家园。”

本报讯（记者 崔欣）“如何在
招聘中预防法律风险的产生，在
职工入职、在职、离职期间企业如
何避免过错的发生， 职工在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如何更好地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近日，怀柔区总工
会工作人员来到北京福田戴姆勒
汽车有限公司，为企业经营者、人
事劳资人员和工会干部共百余人
上了一堂丰富的普法课。

培训过程中， 劳动争议中心
调解员结合实际案例， 采用互动
教学的方式详细解读了 《劳动合

同法》在招聘、入职、在职、离职的
重要法律条款， 详尽地解释了条
款中的关键词， 并就实际工作中
常被忽略和不注意的问题给予了
专业提示， 向大家具体分析用工
单位每一个违法行为的严重后果
和沉痛代价。“通过今天的培训，
才知道单位用工有这么多讲究。
看来真得学法， 依法办事啊！”一
位企业经理说。

据了解， 今年怀柔区总工会
以“法律宣传行动月”作为法律服
务重点内容之一。活动以镇乡、街

道、开发区及直属基层工会为主、
以区总工会协助的形式进行。各
单位通过开展法律法规专题培训
活动、知识竞赛、送法“进企业、进
车间、进班组”活动等多种形式，
重点宣传普及 《劳动合同法》《北
京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
法〉 办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等法律法规；宣传职工法律
援助的条件、 申请法律援助的流
程和劳动争议调解的优势、 途径
等内容，创造职工知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氛围。

怀柔区总送法进企业助力职工维权

消防运动会 职工学自救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迅速

地跑动、 钻轮胎、 甩水带……8
月3日， 东城区总工会联合区安
监局、 区消防支队等部门在龙潭
消防中队举办了2017年东城区职
工安全生产培训暨消防安全运动
会。 由机关单位、 宾馆旅店、 商
场市场、 公司物业、 社区工作者
等上百家驻区单位组成的29支代
表队， 共计200余人参加。

本次活动分观摩、 培训和实

战演练三个环节， 包括打绳结、
体能接力、 接水带和灭火器使用
等几个项目。 区总工会副主席张
军介绍， 活动的目的 将 进 一 步
提 高 大 家 的 消 防 安 全 意 识 和
灭火自救能力 。 在体能赛中 ，
选手需要通过独木桥、 轮胎穿越
和穿戴战斗服与呼吸器三个步骤
才算完成， 有的选手很快掌握了
动作要领， 赢得阵阵掌声。

万玉藻 摄

高高温温下下的的““清清凉凉””关关爱爱

近日， 海淀区东升镇总工
会在马坊文化活动中心开展了
“夏送清凉” 主题活动。 为北
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 北
京东升博展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北京九十九顶毡房餐饮有
限公司等十余家企业送去了牛
奶、 清凉饮、 遮阳伞等防暑用
品 ， 使工会和职工沟通更顺
畅、 服务更具体。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连日来， 京城持续高温酷
暑， 建工博海公司工会启动了
“关爱服务职工， 清凉送一线”
暑期慰问活动， 公司工会领导
走访慰问了奋战在京内、 京外
十几个工地的职工 ， 送上绿
豆、 白糖、 饮料、 西瓜等防暑
食品和洗衣机等生活用品， 也
送去企业领导对生产一线职工
的真情厚爱。

通讯员 方洪 陈晨
摄影报道

近日， 建工北安时代电梯
公司工会购买了食品， 对在施
的京内、 京外5个工程、 7户职
工家属和生产骨干及住院职工
进行了慰问， 慰问金共计5000
余元， 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关
怀。 图为公司工会对四季青经
济适用房电梯安装工程项目职
工进行慰问。

通讯员 吴学红 张全乐
摄影报道

(上接第1版)
另外， 还明确了依据城市总

体规划， 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和居民出行需要， 综合有关方面
因素， 制定小微型客车租赁发展
规划， 并纳入综合运输体系规划
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加强
小微型客车租赁与不同交通运输
方式的换乘衔接， 推进机场、 火
车站、 汽车站、 港口等交通枢纽
营业网点以及客流密集区停车站
点建设。

《指导意见》 明确， 要考虑
分时租赁非集约化出行的特点，
合理确定分时租赁在城市综合交
通体系中的定位， 研究建立与公
众出行需求、 城市道路资源、 停
车资源等相适应的车辆投放机
制。 分时租赁经营者应提升线上

线下服务能力， 采用安全、 合规
的支付结算服务， 确保用户押金
和资金安全， 鼓励采用信用模式
代替押金管理。 还提出了加快信
用体系建设， 建立租赁经营者和
承租人信用评价制度， 构建跨部
门、 跨区域的联合激励和惩戒机
制。 《指导意见》 要求， 各地交
通运输部门要制定配套政策措施
和实施方案。

根据资料显示， 1989年， 我
国第一家汽车租赁公司成立。 目
前， 全国共有6300余家汽车租赁
业户， 租赁车辆总数约20万辆，
并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 。
但与汽车租赁业发达国家相比，
在车辆数量、 市场集中度、 网络
化运营和服务能力等方面仍有较
大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