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金海湖镇总工会为机关职
工开展便民服务， 内容包括免费
量血压、 测血糖等。

活动中， 工作人员为职工测
量血压和血糖后， 根据结果逐一
向职工讲解预防 “三高” 的知识

及危害， 引导职工健康饮食、 合
理运动， 增强职工身体素质。

据了解， 金海湖镇总工会还
开展了健康知识、 安全生产知识
等培训活动， 在提高职工文化生
活的同时， 增强职工的素质教育
培养。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吕晓红） 近日， 北京市政路桥市
政集团二公司借助新媒体手段召
开了微信音频会议， 及时传达上
级的新通知， 并对公司下阶段工
作任务尤其是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等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受到职
工欢迎。

“考虑大家白天都在工地忙
于生产， 但一些具体工作又需要

及时地进行传达部署， 所以就在
市政二总工群中召开专题会，二
十余位参会人员在会议开始和结
束时分别发言进行‘签到’，确保
会议不走过场。 ”公司技术质量部
部长常亚静说，工作方式的创新，
不仅解决了参会人员较为分散、
不易集中的问题， 一定程度上更
为高效便捷， 大家用手机就能及
时进行沟通与交流。

9月2日， 北京环卫集团 “‘城市因我更美丽’ ———垃圾分类 我带
头 我践行 我示范” 千人徒步活动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开启。 来自
北京环卫集团及京内18家直属企业的1100余名职工及家属从起点出发，
迈着大步朝终点快速走去， 一路不忘宣传环保。 活动吸引众多游客也
参与其中。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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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 记 者 杨 琳 琳 ）
“感谢领导关怀， 还给我们送来
慰问金。” 职工感激地说。 近日，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建筑工作部部
长耿群、 北京城建集团工会副
主席王坤明一行来到城建七公
司太原分公司首开花溪项目开展
调研， 并向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建
筑者表示慰问和关心， 为他们打
气加油。

领导一行对太原首开花溪项
目施工现场进行了巡视， 在办公

区、 职工生活区对项目部职工小
家建设进行深入了解， 听取了施
工生产任务及工程进展情况、 安
全生产制度及措施落实情况。

据悉， 北京城建七公司太原
分公司工会自2010年6月成立以
来， 强化自身建设， 不断推进职
工小家建设。 为打造学习型基层
组织， 在山西省图书馆办理借书
卡， 方便职工借阅书籍； 与太原
三甲医院签订异地定点医疗机构
医保协议。 日常备足小药箱、 血

压计 、 血糖仪等 ； 职工小菜园
里， 西红柿、 玉米等品种多样、
硕果累累， 为职工营造富有生活
气息的工作生活环境。

同时， 为了凝聚职工， 提升
归属感， 分公司项目部还设立维
权电话， 每周四下午为工会接待
日， 倾听职工心声和诉求。 每逢
暑假， 项目部都会慰问来访家属
及子女， 并为他们提供夫妻房、
家庭房， 让职工感受到来自北京
城建大家庭的温暖。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在第
33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丰台教育
工会举办 “庆祝教师节免费观
影 ” 活动 ， 依托北京市总工会
12351APP平台 ， 免费向系统内
教师发放2000张观影券， 向辛勤
工作在教育战线上的老师们表达
节日祝福。

据介绍， 从9月9日上午9点
开始到9月10日晚9点， 丰台教育

系统的工会会员均可通过手机客
户端 ， 或登陆12351职工服务网
预订 “免费观影券”， 成功预订
的老师每人免费领2张， 凭借观
影券可在全市134家影院免费观
看一场2D或3D电影。 观影券有
效期到2018年底， 在保证教师拥
有更加丰富的观影选择的同时，
也在时间上给予他们足够的选择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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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用结合 提升做好工会工作能力水平
市总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为进一
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26”
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 、 精神实
质、 基本要求， 昨天， 北京市总
工会组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 学习， 邀请中共中央党
校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刘 炳 香
对 习 近平总书记 “7·26” 重要
讲话精神进行了全面阐述和深入
解读。

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的
十九大”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
表重要讲话， 在广大职工群众和
工会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 市总
工会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
潮， 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 “7·26”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
都工会组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大政治任务。

刘炳香教授用了两个小时的

时间 ， 从 “统一思想 ， 凝聚共
识 ” “牢记使命 ， 继往开来 ”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三
个方面 ， 对习近平总书记 “7·
26” 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全面阐
述和深入解读， 对市总工会扎实
做好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7·26” 重要讲话精神各项工作，
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会议要求， 课后大家要继续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

精神， 深刻认识讲话的重大政治
意义、 理论意义、 实践意义。 要
紧密结合工作实际， 坚持学用结
合，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
话精神上来， 以改革为动力全面
推进工会工作， 以更大力度、 更
实举措做好工会工作。

刘炳香，法学博士 ，中共中
央党校教授 、博士生导师，全国
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兼学术
部主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

国延安干部学院、 山东省干部学
院等单位兼职或特聘教授， 中国
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研究领
域包括党建、 领导科学、 公共管
理。参加或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重
大科研课题多项，发表文章100余
篇，主编或合著作品20余部。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机关副
处级以上干部、 各直属事业单位
领导班子、 各协会负责人参加中
心组 （扩大） 学习。

本报讯 （通讯员 郝晓月 杨
阳 马盛宏 ） 近日 ， 由呼和浩特
市总工会主办， 中建二局一公司
内蒙古分公司承办的呼和浩特市
2017年 “亲情呼唤安康” 活动，
在中建二局一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永泰城御景项目举办。

活动开始前， 项目书记带领
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参观了项目
安全体验区、 质量样板展示区，
为孩子和家长们普及了安全防护
小常识和建筑建造知识。

活动中， 中建二局一公司内

蒙古分公司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
席于仪东在致辞中对亲情呼唤安
康活动的内容与溯源进行了介
绍， 并对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热
心参与表示感谢与祝愿； 项目执
行经理做了安全生产表态发言；
项目职工家属朗读了 “致建筑人
老公的一封信”；与会领导为项目
授“安康杯”竞赛旗。

其中两位小朋友分别献上了
诗歌朗诵———《相信未来》 和说
唱表演———《包饺子》； 永泰城项
目员工慷慨激昂的合唱 《中国

人》， 深情表达了项目团队驻守
北疆、 团结一心的豪情； 项目员
工民谣 《我的工地》 演绎出了一
线职工的浪漫与激情。

丰台教育工会将送出2000张观影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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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员建设工会慰问城建七公司太原分公司项目职工

一线建设者感受“大家庭”温暖

市政路桥项目工地推掌上沟通会

健健康康体体检检送送进进工工地地
近日， 城建十六公司高粱桥商业金融大厦工程在项目部开展了劳

务工人体检及健康知识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 项目特邀请丰台区经都
满泰体检中心的5名医护人员， 为102名务工人员进行体检。 检查过程
中， 医护人员还就劳务工人提出的健康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吕文龙 摄影报道

金海湖工会为机关职工开讲健康

职工家属进工地用“亲情唤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