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江艳） 近日，
顺义区仁和镇党委书记刘洋、城
建兴顺公司董事长董慧文、 镇总
工会主席焦娴等为工作在临河村
棚改项目一线职工送去慰问。

据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临河
村棚改项目是顺义区有史以来规
模最大的棚改项目， 拆迁共涉及
1800多户、5000多人。该棚改项目
仅动迁两天时间， 村民签约率就
高达95.3%。“从前期的筹备、入户
调查登记、 公示复核到后期的签
约、交房、拆除，高效的工作离不

开一线人员的辛勤付出。”
慰问组到达临河村棚改项目

现场， 看望并慰问了奋战中的一
线职工，为他们送去了雨伞、十滴
水、毛巾等物品，并详细了解职工
的工作情况。一线职工表示，此次
活动让他们感受到领导和工会组
织的关爱，将继续努力，坚决完成
好各项任务， 加快推进棚户区改
造和项目建设。

截至目前， 仁和镇总工会共
慰问一线职工2300余人， 送去慰
问物资价值达10万余元。

仁和镇工会慰问棚改项目一线职工

9月1日， 顺义区高丽营镇总
工会携手镇食药所、 计生办开展
了以 “情系职工， 爱在身边” 为
主题的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通过
咨询服务、 悬挂标语、 发放宣传
资料等形式， 为辖区职工解答维
权等相关热点问题。 活动现场，
为职工发放了 《北京市实施 〈工
会法〉 办法》 《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 《农民工劳动防护安全知
识》 等宣传资料600余份。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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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沙峪工会进企业“摆摊设点”宣传建会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顺义区后沙峪镇总工会主席张硕
一行分别来到九重汇大厦和北京
市裕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
地， 摆摊设点开展职工沟通会。

现场， 工作人员向前来询
问的职工宣传工会知识、 建立
工会和加入工会的好处， 以及工
会会员可以享受的普惠制服务内

容等。
据了解， 此次沟通会涉及企

业17家， 共有300名职工前来咨
询。 活动中， 有167名职工填写
了愿意入会的信息登记表和 《后
沙峪镇总工会职工入会意愿调查
表》。 职工表示， 回去后会与单
位建议尽快组建工会， 并希望工
会今后多举办沟通会， 以了解更

多的职工权益。
据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目前镇总工会已覆盖企业、
商户67家， 工会会员3096人。 工
会今后将继续围绕职工实际需
求 开 展 工 会 工 作 ， 提 高 服 务
职工精准度 ， 加强与企业职工
的沟通， 全力推进辖区企业建会
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北京友谊医院宣传中心与工会联
合举办了 “迎院庆展风采 拍出
身边精彩” 为主题的职工摄影比
赛， 共计收到了院职工的560余
幅摄影作品。

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 ，
提高职工的摄影水平， 友谊医院
工会聘请职业摄影老师对职工进
行摄影技术的培训， 定期组织学
员在院内外进行采风， 并用手中
的相机、 手机记录身边医务工作
者的日常工作、 生活状态和精神

风貌。
据了解， 比赛共有来自40个

科室的医院职工共计投稿560余
幅摄影作品。经过专家的评审，最
终分别评选出新闻纪实类别、日
常生活类别、自然风光类别的一、
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这些参赛作
品中， 有的记录了医院的历史事
件，有的反映了日常的临床工作，
有的展现了职工的业余活动和健
康生活， 也有的捕捉了大自然的
奇妙和美好， 展示了医院职工对
生活和工作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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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名工会社工“充电”心理沟通技巧
市总“2017年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积极心理能力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 闵丹 ） “作
为社工 ， 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
么？ 如何在社区开展公共服务？
如何与企业、 职工进行更好的沟
通？” 昨天， 由北京市总工会举
办的 “2017年专职工会社会工作
者积极心理能力培训班” 在北京
职工服务中心开班， 来自全市6
个区工会服务站的50名专职工会
社会工作者报名参加培训。

据介绍， 本次培训旨在贯彻

市总1+15文件中 《关于进一步加
强工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实施方
案》 的精神， 培养一支业务精、
素质高、 会管理的专职工会社会
工作者队伍， 提升专职工会社会
工作者的心理调节、 高效沟通、
塑造阳光心态等能力。 在为期两
天的培训中， 工会专职社工除了
进行 “专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认
知与自我定位” “阳光心态与幸
福能力训练” 和 “心理学技巧在

沟通中的运用” 三个团体课程的
学习和培训外 ， 还将现场体验
“北京市职工心理体验系统平台”
和心理沙盘训练， 并采用案例分
析、 互动体验、 小组讨论与设备
实操等多种培训方法。

“在工会社工的 日 常 工 作
中 ， 沟 通 和 交 流 大 概 是 最 多
的 ， 如果能掌握一定的沟通技
巧， 特别是帮助职工树立健康积
极心态的技巧， 在日常的工会工

作中就太有帮助了。” 来自新街
口街道工会服务站的张晓静说，
本次培训内容非常丰富， 期待能
学到多一些的方法和技巧应用到
今后的工作中。

据市职工服务中心培训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培训是市总
首次针对工会社工开展的积极心
理培训的提升班， 相比以往的培
训， 本次更注重方法和技巧的培
训， 除了帮助工会社工了解自我

角色认知与自我定位的方法； 更
帮助他们掌握有效沟通的过程与
积极聆听的技巧， 帮助专职工会
社会工作者学会使用 “北京市职
工心理体验服务系统” 进行专业
心理测评的方法， 及时了解自身
及职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压
力水平。

此项培训将持续到本月下
旬， 共计举办3期， 将覆盖全市
的150名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程海超） “长时间尝一个厨师的
手艺， 容易出现味觉疲劳， 现在
各个项目的厨师定期交流 、 换
岗， 让我们变变口味， 每一餐都
是 ‘光盘’ 行动……” 近日， 中
建二局土木公司路桥分公司推行
项目厨师轮岗。

据了解， 厨师轮岗是分公司

工会在充分了解一线工友需求
后 ， 推出多举措解决工友 “舌
尖” 上的需求。 项目厨师实行定
期交流轮换， 让一线工友品尝到
不同的菜系 。 工会还采取请进
来， 邀请当地厨师， 结合地方特
色， 大胆创新制作菜肴， 改良版
地方特色菜颇受工友喜爱。 在充
分了解工友意愿后， 工会设 “最

爱菜单”， 并将制作方法装订成
册， 不断提升工友对食堂伙食的
满意度。

工会通过多种举措， 促进了
伙食质量的提升和管理制度的落
实， 使基层项目 “大锅饭” 在不
断丰富菜肴口味的同时， 满足了
一线工友舌尖上的 “需要”， 让
“众口难调” 变成 “众口好调”。

本报讯（记者 马超）9月4日，
由延庆区委组织部、区总工会、区
人力社保局和区科协联合主办 ，
区人民法院承办的法官立案业务
决赛、 法官审判业务决赛以及法
官执行业务决赛开赛。

据了解，立案、审判、执行业
务是法官职业技能的三大板块，
是法官职业技能的集中表现 。司
法体制改革之后， 法官任用采取
员额制， 对于法官的职业技能水

平建立了更严苛的标准。 经过前
期筛选、优中选优，共有14名员额
法官进入决赛的终极比拼。

决赛采取了审阅卷宗、 评议
裁判文书、 观看庭审光盘以及评
阅学术调研文章的形式进行。法
官立案业务决赛的评分参考为案
例分析能力（立案角度）、立案审
查能力、立案法律文书写作能力、
调研写作能力四个方面； 法官审
判业务决赛的评分参考为案例分

析能力（审判角度）、庭审驾驭能
力、裁判文书写作能力、调研写作
能力四个方面； 法官执行业务决
赛的评分参考为案例分析能力
(执行角度)、应急处理能力、执行
法律文书写作能力、 调研写作能
力四个方面。

本次3项决赛根据7名评审老
师的综合评分决出名次， 区总工
会将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及
发放一次性奖励。

延庆法官业务技能3项决赛终极比拼

(上接第1版)
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

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在会
上作工作报告。

李玉赋总结了全总十六届五
次执委会议以来的工会工作情
况， 要求各级工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
为迎接和服务党的十九大打牢思
想政治理论基础。

李玉赋强调， 各级工会要推
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落地见
效，加大维权和帮扶力度，切实维
护职工队伍团结统一， 组织动员
亿万职工创新创业创优。 要把学
习领会、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的
重要指示和群团改革工作座谈会
精神， 作为开创工会系统工作和
改革新局面的重要契机， 加强基
层工会组织建设， 推进工会系统
全面从严治党，以更大力度、更实
举措推进工会改革， 团结动员亿
万职工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会议履行了相关人事事项的
民主程序。 全总十六届六次执委
会议对执委进行了替补， 选举邓
凯、 尹德明为全总十六届执委会
副主席， 选举石岱为全总十六届

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全总十六届
十四次主席团会议推选邓凯、尹
德明、 石岱为全总十六届执委会
主席团书记处书记。

会议期间， 与会同志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 特别是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和关
于党的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重要
指示精神， 并围绕推动贯彻落实
《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方案》进行了深入讨论。

张少琴、徐福顺、尔肯江·吐
拉洪、阎京华、邱小平、焦开河、崔
郁、江广平、李守镇、许振超、郭明
义、巨晓林、赵世洪、张茂华、田辉
等全总领导和全总十六届执委会
委员出席会议； 全总党组成员王
瑞生、房建孟，以及未担任全总十
六届执委会委员的省（区、市）总
工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会 、
全国产业工会 、全总部门和直
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 中央纪
委驻全国总工会纪检组有关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郑莉 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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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医院组织职工拍出身边精彩

项目厨师轮岗 工友尝到不同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