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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近
日， 顺义高丽镇镇卫生计生办邀
请空港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陈东
丽来到恒慧通公司为企业职工开
展健康讲座， 使企业员工对心脑
血管疾病有了深刻的认识。

讲座中， 陈主任图文并茂及

诙谐幽默的讲课风格， 使在座的
40余名员工了解了如何辨别及怎
样预防脑卒中的早期症状 。 课
后， 镇卫生计生办还为公司15名
人员进行了测量血压、 颈动脉彩
超检查等， 并对查出问题的员工
预约了复查和治疗时间。

高丽营镇健康讲堂送进辖区企业

本报讯（记者 余翠平） 近日，
丰台区总工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康复医院， 为全区在职及
退休劳模进行首次免费体检。此
次体检活动持续到9月底， 共有
200余名劳模参加体检。

据了解， 为详细掌握每名劳
模的具体情况， 自7月初开始，区
总工会组织部就下发文件， 确定
体检时间，协调车辆，确保参加体

检劳模的乘车安全和体检工作顺
利进行， 做好参检劳模的前期报
名工作。

体检当日， 区总工会工作人
员提前到达，精心组织，保证了体
检工作顺利完成。 首批70多位劳
模按照预约项目进行了检查。据
了解， 区总工会还将继续加强对
劳模的管理服务工作， 把为劳模
办好事、办实事落到实处。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想
不到， 职工沟通会后， 有14家小
微企业入会。” 昨天， 平谷区王
新庄镇总工会在贾各庄村联合工
会召开 “2017年职工沟通会”。

会上， 镇总工会工作人员向
职工代表发放了工会会员互助服

务卡搭载项目宣传单， 并从建会
的意义、 为职工带来的福利、 工
会卡的作用等多方面做宣传讲
解， 通过答疑解惑与职工沟通互
动， 了解职工所需所想。 沟通会
结束后 ， 村内14家小微企业入
会， 吸收会员30余名。

王新庄职工沟通会促小微企业建会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
员 孙建国） 近日， 由怀柔区卫
计委、 区总工会联合举办的卫
生应急技能竞赛落下帷幕， 共
计9支代表队参加决赛。

据了解， 决赛共有来自怀
柔区的21家医疗机构所组成的9
支代表队参赛， 决赛中， 选手
们通过争分夺秒 、 齐心协力 、
妙手仁心、 一问到底、 独具慧
眼5个环节的激烈角逐 ， 最终
由该区疾控中心与中医医院联

队获得团体一等奖。
同时， 中毒处置、 传染病

防控、 紧急医学救援各个项目
的第一名和第二名 获 得 者 ，
将 代 表 怀 柔 参 加 市 级 的 比
赛 。 据了解 ， 此次竞赛分为
单位初级赛和区级决赛， 怀柔
区医疗卫生机构参与人数达到
800余人。

活动旨在提高怀柔区全系
统干部职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能力 ， 达到 “以赛促

学、 以学促练、 以练促干” 的
目的， 更好地保障辖区群众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赛安全 守交规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房山区青龙湖镇崇各庄温
馨家园工会组织残疾人进行健
康体检活动， 以增强残疾人的身
体素质。

据了解， 青龙湖镇崇各庄温
馨家园工会邀请了北京博爱中西

医结合医院医生为在温馨家园进
行康复治疗的43名残疾人进行身
体检查。 此次体检项目包括血常
规、 内外科检查、 心电图等十余
项内容。 通过体检， 让残疾人能
够及时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做
到及早的预防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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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总慰问联想总部二期项目劳动者
开展BIM观摩调研并为一线农民工兄弟赠送防暑降温用品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8月7日
下午，全国总工会、中国建筑业协
会领导莅临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联想总部园区二
期项目开展BIM观摩调研和 “高
温送清凉”慰问活动。

一局发展董事长、 党委书记
廖钢林对近年来一局发展在BIM
技术研发及绿色施工等方面的进

展及成果做了汇报。
全总海员建设工会分党组成

员、副主席曹宏伟表示，BIM技术
相对于建筑行业的作用就相当于
“司机班”和“微机室”在多年之前
对一个单位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
发展 ，BIM技术将会像驾驶技术
和计算机技术一样普及和应用。

全总劳动和经济工作部副巡

视员姜文良表示 ，BIM技术从管
理角度解决了管理全覆盖的难
点，通过“可视化”的优点更有利
于上层的决策， 从职工的技能提
升和创新提升方面都是一个好的
突破点。 全总海员建设工会工作
部部长耿群在谈到BIM的发展时
提到 ，BIM技术需要依托于工会
的群众基础和协会的技术基础全

面开展和普及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工会主席王希

强说， 中建一局作为中国品质的
代言人和科技创新的领导者，在
BIM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始终
走在行业前沿。 未来将基于更多
高科技技术应用到绿色建筑、智
慧建筑中去，为中国品质代言，做
时代先锋。

随后， 全国总工会领导分别
慰问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一局发展副总经理侯本才，北
京市劳动模范、 天津市劳动模范
获得者、 联想总部二期项目总监
王建利， 向在高温天气下依然在
一线工作的农民工兄弟赠送了防
暑降温用品， 并对工人们的辛勤
劳作表示了敬意和感谢。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近
日， 朝阳东湖街道总工会在来
广营朝来高科技产业园主办了
一场外卖送餐员的电动车技能
大赛，比赛由到家美食会承办。

比赛前， 到家美食会公司
内部的200名员工已经经过了
一周的激烈角逐， 获胜者参加
了当天的决赛。 大家虽然在场
下是亲密无间的同事， 但在赛
场上却是你争我夺， 不放过任
何一个潜在的对手。 经过两个
多小时的比赛， 最终决出了本
次竞赛的前十名。

现场， 比赛分为两轮， 第
一轮每三人一组， 按规则进行
计分， 用时最长的前10名选手
将进入到第二轮比赛。 第二轮
比赛为障碍赛， 在原规则的基
础上， 增加障碍物， 最终决出
三等奖6名， 二等奖3名， 三等
奖1名。

据了解， 此次比赛的规则
是要求选手在规定路线行进过
程中， 身体不能接触地面， 违

者减时 3秒 ， 而且不能后退 ，
违者减时3秒 。 此外 ， 压到赛
道的边线也会被减时3秒 ， 超
过边界线一个车轮的选手直接
被淘汰。 从起点到终点， 用时
最长的选手获胜。

东湖街道总工会主席曾慎
安表示， 此次比赛旨在把 “工
匠精神” 落实到个人层面， 能
够让 “送餐小哥” 充分意识到

安全的重要性， 在日常工作中
做到缓行、 慎行， 严格遵守交
通法规， 最大程度地减少意外
事故。 未来， 街道总工会将继
续本着丰富员工文体生活、 提
升会员整体素质为目的， 从促
进员工身心健康角度出发， 携
手辖区公司更多、 更好地举办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增强各
个公司的凝聚力和员工素养。

日前， 在中建二局北京分公
司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用房
工程项目工地， 全总工会劳动和
经济工作部竞赛处处长代卢斌，
北京市建筑工会主席宋丽静为
“梦想家园”揭牌。 “梦想家园”创
建活动包括竞赛、学习、亲情3个
套餐， 项目可根据方案自行开展
相关活动。 当天，进行了“梦想家
园” 活动成果和微电影展播 ，为
项目员工发放电子阅读卡， 为项
目农民工督察队授旗并颁发活动
基金。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东湖街道“送餐小哥”角逐车技

怀柔医卫职工赛应急救护技能

铭铭记记光光辉辉历历史史 见见证证军军事事发发展展
近日， 海淀区甘家口街道总工会组织社区联合工会50名工会会员

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 “铭记光辉历史 开创强军伟业———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主题展览”。 通过此次参观， 使大家
拓宽了眼界， 见证了祖国的军事发展， 并增进了辖区联合工会之间的
联系。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工工地地建建起起
““梦梦想想家家园园””

丰台区总为200余劳模送健康礼包

青龙湖镇43名残疾人享健康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