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北辰集团工会获悉， 一场
别开生面的关爱职工健康讲座在
集团培训中心会议厅举行。

本次健康讲座由北辰集团工
会发起， 聘请了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科主任、 北
大国际医院中医科主任、 北京市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所副所长张

学智博士为职工讲课。 张博士围
绕心脑血管疾病与中西医结合保
健的相关内容， 结合临床案例，
从血压 、 血脂与血糖的健康指
标， 以及用药、 服药等常见问题
展开。

职工孟文燕说：“听了讲座，
了解到很多医学常识， 希望以后
多开展这样的讲座。”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石悦）近日，顺义区仁和镇残疾人
中式面点培训班在河南村残疾人
温馨家园正式开班，30余名待业
残疾人参加培训。

活动中， 面点师向学员讲解
各种面点的制作流程，从称量、搅

拌到手工制作， 手把手的进行示
范。学员们边看边学，还积极动手
操作，一会儿功夫，烧饼 、蛋糕等
面点一一呈现。据介绍，下一步仁
和镇残联将从专业性、针对性、灵
活性、全程性四方面入手，开展残
疾人职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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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市总“金秋助学”资助金标准翻番
一次性救助金由2000元调整为4000元 将于9月中旬汇入工会会员卡账户

本报讯（记者 闵丹） “作为单
亲家庭，抚育两个孩子上学，经济
压力非常大， 听说今年工会提高
了资助标准， 对于我们这样的家
庭而言 ， 极大的缓解了经济压
力。 ”“孩子上大学那年，就得到了
金秋助学政策的帮扶， 今年已是
第三个年头， 非常感谢工会的帮
助。 ”在9月1日召开的北京市总工
会金秋助学座谈会上， 两位职工
表达了对工会组织的感谢。

2017年是市总工会开展 “金
秋助学” 活动的第13个年头。 今
年， 对于考入大学的在档困难职
工家庭子女， 各级工会指导并帮

助其申请民政部门的一次性入学
补助金4500元。 同时， 今年市总
工会提升了资助标准， 对于家庭
月人均收入不超过1410元的在档
困难职工家庭子女 （不含单亲困
难女职工子女）， 从2017年9月开
学起，在普通高中（含职高、中专、
技校） 各年级及大学二年级以上
（含大学二年级） 就读的， 由工
会给予的一次性补助金由2000元
调整为4000元。 对于家庭月人均
收入不超过1410元的单亲困难女
职工子女高中阶段的救助标准也
由2000元调整为4000元。 资助金
预计将在9月中旬打入困难职工

的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账户。
据介绍， “金秋助学” 活动

开展以来， 救助对象从最开始的
“当年考入大学的困难职工家庭
子女” 逐步扩展为义务教育阶段
以上 （高中到大学） 所有困难职
工家庭子女。 对于单亲困难女职
工子女更是实现了 “幼儿园———
小学———高中———大学” 的全学
龄的过程救助。

“金秋助学” 资金由全总下
拨的中央财政专项 帮 扶 资 金 、
工会经费投入以及社会募集等
多种渠道筹措而成。 据介绍， 在
活动开展期间， 市总工会注重发

挥工会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 ，
鼓 励 热 心 公 益 事 业 的 企 业 家
和 爱 心 人 士 捐 款 ， 依 托 市 总
工会所属的北京市温暖基金会建
立 “助学专项资金 ” ， 为开展
“金秋助学” 活动奠定雄厚的资
金基础。

同时， 在资助过程中， 各级
工会注重结合实际分类施助。 其
中 ， 市总工会利用中央财政资
金， 对于纳入工会帮扶工作管理
系统并提出申请的困难职工家庭
和部分单亲女职工家庭进行救
助； 温暖基金会拨付资金， 为有
困难的单亲女职工家庭进行救

助； 各基层工会通过争取党政支
持、 工会投入、 社会捐助等多种
渠道积极筹措助学资金， 保证了
“金秋助学” 任务的完成。

今年， 市总工会将单亲困难
女职工子女的资助全部纳入到北
京市温暖基金会专项基金范畴，
让更多的单亲困难女职工子女能
享受到工会的帮助。

截至目前， 2017年金秋助学
中央财政共救助891人， 金额为
356.4万元 ； 市温暖基金会支出
91.37万元 ， 救助单亲困难女职
工子女 323名 ； 资助总人数 为
1214人， 金额447.77万元。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王卓）近日，东城区东四街道总工
会开展职工素质教育通识课程幸
福公开课的培训。 100余名辖区企
业职工参加活动。

工会邀请北京供销学校刘金
兰老师讲授。 刘老师从谁偷走我
们的幸福引出讲课内容， 从谁能

给我幸福、 幸福养生堂、 幸福的
“四重唱”教会大家在生活中女人
向男人学习什么、 男人向女人学
习什么、如何更好生活。为了让职
工更好的对知识点进行梳理，街
道总工会进行了幸福公开课课程
的考试。职工表示，通过学习更加
充实了自己，完善了自己。

延庆医护人员展示无菌技术伤口换药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8月

30日， 由延庆区委组织部、 区总
工会、 区人力社保局、 区科协联
合主办的2017年延庆区 “职工技
协杯” 职业技能竞赛———无菌技
术伤口换药决赛在区妇幼保健院
开赛。

比赛前期， 妇幼保健院在妇
产科、乳腺科、口腔科及儿科中宣
传组织， 鼓励职工采用自由组合
参赛队的形式报名。8月中旬进行
了预赛，评委在选手仪表、病人评
估及安全与舒适、 无菌包及无菌
容器使用、 戴无菌手套、 外科换
药、 整理用物等6个环节分别打
分，最终6支队伍进入决赛。决赛
队伍按照抽号顺序依次出场，职
工以精致的妆容、 饱满的热情投
入比赛。比赛中，大夫对患者真情
关爱、护士操作严谨敏捷、医护和
谐配合， 完美展现了为患者手术

切口换药的全过程。
据介绍， 护理专业是2017年

延庆区“职工技协杯”职业技能竞
赛的一项重要赛事， 此次竞赛调
动了每位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对

医护人员再次进行手卫生、 无技
菌技术及伤口换药规范培训。今
后， 区总工会将大力举办职业技
能竞赛系列活动， 为技能人才搭
建更广阔的技术交流平台。

北辰工会健康讲座受职工欢迎

东四百余职工聆听幸福公开课

仁和镇残疾人面点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喻悦） 记者昨天从东城区交道
口街道总工会了解到， 街道社
区工作者联合工会第一次会员代
表大会召开，84名会员代表参加。

据街道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社工工会成立后， 将把社工
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南锣鼓巷历
史文化街区建设、 “百街千巷”
环境整治工作上 ， 同时服务社
工， 发挥凝聚社工的作用， 丰富

社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调动社工
的工作积极性。

交道口街道社工联合工会成立

(上接第1版) 要积极探索务实合
作新方式新内涵，拉紧联系纽带，
让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第二，勇担金砖责任，维护世
界和平安宁。 金砖国家要维护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反对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要倡导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建设
性参与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解决进
程，发挥应有作用。

第三，发挥金砖作用，完善全
球经济治理。唯有开放才能进步，
唯有包容才能让进步持久。 金砖
国家要同国际社会一道， 加强对
话、协调、合作，为维护和促进世
界经济稳定和增长作出积极贡
献。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合力打造新的全球价值链， 实现
经济全球化再平衡， 使之惠及各
国人民。 金砖五国要相互提高开
放水平，在开放中做大共同利益，
在包容中谋求机遇共享， 为五国
经济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合
力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提供
更多先进理念和公共产品， 推动
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
规则， 促进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
价值链优化重塑。 要推动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变革， 反映世界经济
格局现实。

第四，拓展金砖影响，构建广
泛伙伴关系。 金砖国家奉行开放
包容的合作理念， 高度重视同其

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
作，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对话机制。
金砖国家要发挥自身优势和影响
力，促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要
扩大金砖合作的辐射和受益范
围，推动“金砖+”合作模式，打造
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 让更
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
与到团结合作、 互利共赢的事业
中来。要发挥人文交流纽带作用，
把各界人士汇聚到金砖合作事业
中来。

习近平强调， 金砖合作机制
不断走深走实的10年， 也是中国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经济社会实
现快速发展的10年。 随着中国改
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我们全
面深化改革， 推动改革呈现全面
发力、 多点突破、 纵深推进的局
面，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
步伐不断加快， 经济稳中向好的
态势不断巩固， 经济持续发展的
新动能不断积聚。今后，中国将深
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构建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 以创新引领经济发
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将坚定
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为世界和
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中国
成功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标志着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已经进入从理念到行动、从
规划到实施的新阶段。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

是务实合作平台； 不是对外援助
计划， 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
发展倡议。相信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将为各国实现合作共赢搭建
起新的平台， 为落实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创造新的机遇。

习近平强调， 工商界是金砖
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军。10年来，
工商界人士将企业发展融入金砖
合作， 为构建金砖经济伙伴关系
作出重要贡献。 希望工商界发挥
在信息、 技术、 资金等方面的优
势，开展更多互利共赢、利国利民
的务实合作项目， 为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 增进人民福祉作出更大
贡献。

习近平最后指出， 金砖国家
将迎来更富活力的第二个10年，
让我们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 ，让
我们的合作成果惠及五国人民，
让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福祉惠及各
国民众。

巴西总统特梅尔、 南非总统
祖马， 以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
出席开幕式。

王沪宁、 栗战书、 杨洁篪等
参加。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是金砖国
家领导人会晤的重要配套活动。
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9月3日
至4日在厦门举行，与会各方将围
绕 “贸易与投资、 金融合作与发
展、互联互通、蓝色经济”4个议题
进行讨论。 来自金砖国家和其他
新兴经济体的约1000名工商界人
士及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代表出
席开幕式。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邓倩楠） 近日， 东城区体育馆路
街道总工会岗位练兵活动在辖区
建会单位———京诚京安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开展， 为该单位在职职
工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据介绍， 此次岗位练兵共制

定三项科目， 即静止队列与行进
队列、 换岗规范和军体拳。 比赛
分小组进行， 每项满分为10分，
三项得分相加取平均分进行打
分， 共10支队伍参赛。 最终， 工
会为获得前三名的队伍送上了小
纪念品以示鼓励。

体育馆路工会为企业搭练兵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