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昨天获悉， 昌平区阳坊镇总工
会日前组织基层工会先进职工33
人， 赴北京市工人北戴河疗养院
进行了为期4天的疗休养。

阳坊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此次疗养的33名职工是近三

年评选的先进个人， 来自16个企
业， 大部分是一线职工。 “组织
在工作上一直付出辛苦的职工疗
养 ， 是关心职工身心健康的举
措， 通过疗养使他们提高精神，
在今后的工作中， 更好地发挥先
进职工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 博雅） “金杯银
杯不如员工的口碑， 金奖银奖不
如员工的夸奖！ 我加入工会后深
刻领悟了这句话蕴涵的道理，这
也是我们工会干部不懈的追求
……”9月5日，一场主题为“我骄
傲，我们是工会工作者”的颁奖典
礼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大大
厦举行。 这也是开发区举行的首
届优秀工会干部颁奖典礼， 是开
发区首次以慰问演出形式表彰默
默在工会岗位上付出的优秀工会
工作者。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自1993
年成立第一家工会，24年以来，一
直秉承维护职工权益， 促进企业
发展为己任， 是企业发展的助推
器，是企业职工的“娘家”，一批批
优秀工会工作者在这历史长河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2017年，博大水

务工会主席刘建国、 和利时工会
主席吴光学、 开发区建筑行业工
会联合会主席门京春等6名同志，
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工会工作者；
“华测北方”和“昭衍新药”两家工
会，被授予“北京市模范之家”称
号；富士康工会周边事业处分会、
揖斐电工会生产分会、 开发区管
委办工会小组3个集体， 被授予
“北京市模范职工小家” 称号；刘
磊、马苏墨、程明等103名同志被
授予开发区优秀工会干部。

本次表彰颁奖活动分为三个
篇章进行，即，《我奉献，我们是优
秀的工会干部》、《我骄傲，我们是
工会工作者》、《我自豪，我们是模
范职工之家》，每个篇章中穿插着
职工演讲、文艺演出和先进表彰，
整场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
中文艺演出有快板、 歌曲和小品

等。 开发区总工会副主席李静介
绍， 首届优秀工会干部颁奖典礼
为开发区工会成立以来一大创
举， 此次所有参演人员、 节目编
剧、视频剪辑等等，均来自开发区
各基层工会艺术团职工。“我们希
望通过工会人演绎和讲述工会自
己的故事，用真情实感形成共鸣，
来传承和发扬优秀工会工作者身
上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同
时， 也是对优秀工会工作者在岗
位上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和鼓励。”

此次优秀工会干部颁奖典礼
由开发区总工会主办， 北京市总
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潘建新，
开发区工委副书记高言杰， 开发
区总工会主席张凤民等领导出席
了颁奖典礼并观看了职工们的精
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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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企业不得限制女职工婚育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昨

天， 在北京市餐饮行业2017年工
资专项集体合同、 女职工权益保
护专项集体合同协商会议上， 职
工方首席代表、 北京市服务工会
主席王丽明与企业方首席代表、
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秘书长贺保
贵就餐饮行业职工最低工资、 福
利待遇等内容展开协商。

2017年， 市级餐饮行业工资
集体协商工作已进入第四年。 截
至去年年底， 全市参加谈薪的餐
饮企业达1233家，覆盖职工6.5万
人，在《北京市餐饮行业2016年工
资专项集体合同》中，首次提出了
“提取职工教育经费，用于职工的
培训教育， 提高职工素质” 以及
“对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职工，企
业可参照标准给予相应的奖励”
等内容， 让职工再一次尝到了工
资集体协商的甜头。

今年， 市服务工会于年初便

启动了新一轮的工资集体协商工
作， 由市总工会权益部特邀人社
部工资所共同参与， 对企业及职
工 调 查 问 卷 的 内 容 认 真 讨 论
商议， 结合全市餐饮行业情况，
从专业的角度科学客观的分析北
京市餐饮行业现状， 为工资集体
协商合同文本起草提供了权威性
依据。

记者注意到， 今年的工资专
项集体合同文本中进行了两项重
要修改。 一是提高了餐饮行业及
部分岗位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
资标准分为三个档次， 第一档次
为生产经营正常， 经济效益增长
且盈利能力良好的企业； 第二档
次为生产经营正常， 经济效益有
增长的企业； 第三档次为生产经
营正常， 经济效益一般的企业。
其中 ， 第一档企业最低工资为
2300元 ， 第二档企业为2200元 ，
第三档企业为2100元。 与去年相

比， 第一、 二档提高100元， 第
三档提高200元。

二是在合同文本中增加了
“四必谈” 的内容， 即职工福利
费及教育经费使用、 职工劳动保
护标准、 高技能人才待遇、 职工

带薪休假。 其中明确了在教育经
费的使用中， 用于职工教育培训
的比例不能少于企业提取教育经
费总额的60%； 餐饮企业应定期
组织职工进行健康体检， 并适当
增加体检项目 ， 提高体检费标

准； 有条件的企业可组织职工疗
休养等内容。

“劳动合同中不得规定限制
女职工结婚、 生育的内容……”
2014年签订的北京市餐饮行业女
工保护专项合同三年到期， 在今
年新修订的合同中， 对在经期、
孕期、 产期、 哺乳期和更年期的
女职工均给予了特殊保护， 并明
确了要有专 （兼） 职人员负责女
职工劳动保护工作。

经过协商， 企业方、 职工方
代表意见达成一致， 双方首席代
表现场签署了 《北京市餐饮行业
2017年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北
京市餐饮行业2017年女职工保护
专项集体合同 》。 王丽明表示 ，
市服务工会将持续关注餐饮行业
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指导企业开
展二次协商和属地备案等工作，
确保市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标
准落地。 孙妍/摄

本报讯（记者 任洁）在第33个
教师节到来之际， 丰台区面向全
区教职工推出“教师节送健康”体
质健康测试活动， 计划在本学期
内对全区160余家中 、小 、幼及职
业教育单位近12000名教职工开
展科学、 系统的体质测评及健康
管理干预工作， 并根据测试结果
出具 “丰台区教师体质健康状况
白皮书”。

本次活动由丰台区教工委、教
委、教育工会联合主办，首都职工
体质促进中心承办。 每一位参加
活动的教师都能够得到一份详细
而全面的体质健康报告， 并由专
业体质促进团队开具一份独一无
二、 适合个人的饮食处方和运动
处方。丰台区教育工会表示，活动
不仅能够充分了解丰台区教职工
队伍的身体素质健康现状， 也能
够在今后的工作中帮助提高教职
工健康饮食观念， 科学指导各基
层学校开展体育活动， 不断增强
全区教职工体质， 提高全区教职
工健康水平。

丰台区教工委书记薛红表示，
通过测试为全区教职工开出个性
化运动和膳食处方， 进行科学的

运动干预， 帮助教师身心健康发
展是活动的根本目的。 身体健康
是做好教育事业的基本前提和保
障， 基层教师在忙于教育教学工
作的同时， 应关注自己的身体健
康状况，了解健康风险隐患，及时
发现健康问题， 并积极改善和治
疗，以便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通讯员 王云鹏 摄

丰台为1.2万教职工送上教师节大礼

开发区办慰问演出表彰优秀工会干部

阳坊工会组织职工赴北戴河疗养

从车队党政领导带
头示范开始、 从关怀先
进职工开始、 从关怀患
病职工开始、 从走访重
点职工开始……为了将
“进千家门、 暖万人心”
活动落在实处， 近期 ，
公交客四分公司第10车
队工会以 “四个开始 ”
为工作抓手积极开展了
工作。 图为工会主席李
小龙看望老职工林兵。

本报记者 崔欣 摄

进千家门
暖万人心

本报讯（记者 马超）近日，平
谷区总工会以“乐和人间、情满仙
谷”为主题，开展“工会鹊桥联谊
会”活动，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
位、 不同年龄的50名单身男女职
工参加。

帮助大龄单身职工组建幸福
家庭一直是平谷区总工会关心职
工、服务职工的主要内容，为了帮

助单身职工缔结美满婚姻， 建设
幸福家庭， 区总工会举办了专场
鹊桥联谊会活动。 活动现场从在
“蜗牛圈”游戏中问候的一句“你
好”开启，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
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 欢声笑语
中， 男职工用一枝玫瑰花告白心
仪的对象。最后，10名职工在“爱
的表白”中相约。

平谷区总工会为单身职工搭鹊桥

本报讯 (记者 杨琳琳) “俗话
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堂培训课
给我涨了不少知识。” 近日，30位
来自一线的职工在参加北京城建
建设公司工会举办的2017年劳动
保护监督检查员培训班后表示。

此次培训工会特邀市总工会
干部学院老师为大家授课。 通过

培训，使参培人员受益匪浅，加深
了对劳动保护基础理论及常识的
理解，增强了安全健康意识，提高
了对安全技能素质重要性的认
识。大家表示，做好安全事故防范
工作， 自己首先要提高对安全工
作的认识， 带头遵守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程。

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学”安全

本市餐饮行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