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参观学习
我们是职工的“引导员”

作为首都的 、 丰台的司法行政干
警， 不论面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形势，
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疏解非首都功能
的战略， 维护和谐稳定、 推动发展进步
的担子都越来越重。 区司法局高度重视
干警的思想教育， 通过多种参观学习不
断加强全局人员理想信念和政治素养建
设， 进一步锤炼和提升全体职工的各项
能力与素质。

为进一步加强全局干部职工对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形势的了解， 认识丰台
区域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局工会
组织了 “疏解协调谋发展， 砥砺前行忆
初心” 全员活动。 活动参观了位于房山
区的榆构集团西南物流园， 在参观完毕
后， 司法行政干警在管理理念与思维方
式上深受启发。 这次活动受到了该局的
司法干警的一致好评， 大家纷纷表示：
这次参观学习收获颇丰， 在接下来的工
作中勇于创新， 砥砺前行， 在疏解非首
都核心功能的工作中继续拼搏前行， 取
得更大的成绩。

作为 “两学一做” 主题党日活动之
一， 今年 “七一” 期间组织军转干部来
到平谷区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了
“凝心聚力， 再攀高峰” 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 大家追忆和铭记革命先烈为
民族解放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
进一步加深了对新中国建立艰难过程的
认识。 通过对这段光辉岁月的回顾， 参
加活动的干警深受感染， 既被先辈们的
崇高精神和坚定信念所鼓舞， 又深感肩
头责任之重 ， 激励大家进一步坚定信
仰， 立足岗位， 做出贡献。

关爱女性职工
我们是职工的“娘家人”

作为女性职工较多的工会， 区司法
局工会始终从丰富她们的文化生活出
发， 立足她们的心理需求 ,每年在 “三
八” 节前夕都会安排全体女干部职工开
展培训体验活动。 在今年的 “司法行政
之花美丽绽放” 插花活动中， 每个女干
警都热情高涨、 认真专注， 在老师的指
导下， 充分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 用对
生活的热爱， 创作了独具特色的插花成
果。 “现在我们工会组织的活动越来越
丰富、 越来越贴心、 越来越人性化了，
我们不仅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快乐， 而且
还能从中学到更多知识。” 一位刚刚完
成自己插花作品的女干部喜悦地说。

除了丰富文化生活， 区司法局工会
对女干部职工的身体健康更是倍加关
心， 除了安排正常的常规体检项目外，
还积极组织参加区总工会组织的 “关爱
女工、 关爱家庭” 主题活动； 同时针对
常见高发疾病专门出资为女干部职工进
行了甲状腺方面的相关检查， 同时还为
每一名女干部职工办理了 《在职女职工
特殊疾病互助保障活动》， 从而在女干
部职工重大疾病保障方面起到了重要补
充作用。

及时帮扶慰问
我们与职工是“一家人”

为使全体干部职工能够真正感觉到
家的温暖， 区司法局工会始终坚持深入
基层调查研究， 倾听呼声， 掌握情况，
做到同干部职工心贴心， 最大限度地为
干部职工排忧解难， 真正做到 “贴心实

践 、 真情服务 、 扎实有效 、 不留空白
点”。 区司法局工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
样， 将遇到困难的职工庇护在自己的羽
翼下 ， 每当干部职工家里有事 、 有困
难， 区司法局工会干部能够第一时间到
场 ， 并积极帮助他们协调处理相关事
宜 ， 同时把工会的温暖送到干警的心
头， 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和呵护，
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在过去的
一年中， 工会累计走访生病住院干部职
工近10名， 将组织的关心与祝福及时送
到， 真真正正地温暖与关怀了每一个遇
到困难的职工。

离退休的老干部是司法局的宝贵财
富， 他们不辞辛劳、 不吝付出， 用青春
和汗水浇灌出了今天的司法局， 保障老
人们晚年的安稳和幸福是工会的重要职
责。 区司法局工会结合重阳节等尊老敬
老节日 ， 组织离退休干部进行春游踏
青、 集体参观等活动； 关心他们的身体
健康， 组织离休干部和副处级以上退休
干部进行体检。 这支看似暮年却精力依

旧的队伍重视自身建设， 用自己的言行
为我们传承着老一辈司法行政人的光荣
传统。

组织多彩活动
我们是职工的“服务员”

“加油、 加油……” 随着赛场上不
断传来的呐喊声， 区司法局工会一年一
度的趣味运动会也随之拉开了序幕。 作
为干部职工最受欢迎的活动项目之一，
区司法局工会精心设计的趣味运动会集
娱乐性、 趣味性、 协作性与竞争性于一
体， 工会每年都新增或调换一到两个项
目， 保障活动的新鲜感， 让每一位职工
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趣味运动会设有沙包掷准、 飞镖掷准、
定点投篮、 定点射门、 跳绳、 踢毽等多
项对个人体育竞技水平的展示的单人比
赛项目， 又有对团队协作能力检验的快
速运输、 集体跳绳等集体比赛项目， 为
所有参赛队员提供了展示自身才能的机
会， 做到人人有活动， 队队能参与， 比
赛现场笑声、 掌声、 喝彩声此起彼伏，
大家拼体力、 拼智力、 挥汗水， 享受着
努力、 协作带来的快乐， 展现了司法行
政干警勇于拼搏的良好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 2016年新春联欢会
在区司法局领导的致辞中拉开了帷幕，
节目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各工会小组
都做了精心的准备， 既有婉转动听的歌
曲 、 细腻深情的朗诵 、 幽默逗趣的小
品， 又有神奇莫测的魔术表演、 独具特
色的 “三句半 ” 和精彩绝伦的舞蹈表
演。 全员参与的包饺子环节将联欢会气
氛推向了高潮， 大家齐动手、 讲配合，
共同完成了一顿丰盛的 “饺子宴”。 每
一颗美味的饺子里包裹的不仅是浓浓的
年味， 更是全局上下和谐一致的精气神
与同事情。

工作中， 从丰富全体干部职工业余
文化生活出发， 区司法局工会积极推进
工会工作的改革， 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
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 更加直接地
联系职工、 更加直接地服务职工、 更加
直接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为职工办
实事， 办好事。 局工会结合每年不同的
实际情况， 积极组织开展并参加丰富多
彩的工会活动， 让干部职工感受到家的
温暖， 有到家的感觉， 在欢声笑语中大
家凝心聚力， 携手共建温馨和谐的司法
大家庭。

丰台区司法局工会在局党组的领导下一直发挥着联系服务干警的职责。 近年来， 局工会在工作中更加突出
暖心、 贴心、 细心的服务理念。 为了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局工会举办职工喜闻乐见又满足司法局自身需要的活
动———趣味运动会上的欢声笑语、 “五月的鲜花” 赛场上的嘹亮歌声、 全民健身体育节上的昂扬面貌、 健康知
识讲座和身体检查中的满意微笑、 参观学习中的严肃认真……局工会的贴心服务为职工带来温情， 传递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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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服务 传递关爱
———丰台区司法局工会工作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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