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推动安全生产工
作， 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安全健
康权益 ，北京民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组织了以 “高效专注
只为品质” 为主题的劳动竞赛
活动。

比赛过程中， 选手们在仪
器前认真进行操作， 不放过任
何细节。 裁判员在一旁近距离
观察参赛选手操作过程， 随时

记录， 为选手的每一项操作打
分。比赛结束后，裁判员对赛况
进行了精彩细致的点评， 让参
赛选手受益匪浅。

通过开展安康杯竞赛活
动 ，营 造 了 “比 、学 、赶 、超 ”
的良好氛围， 进一步调动了员
工的学习积极性 ， 不断提高
员工专业技能，促进企业健康
发展。 （通讯员 陈娜）

大兴区总工会举办
食品安全管理员培训班

为切实提高广大职工职业素
质 ， 为用人单位培养实用型人
才， 9月5日， 由大兴区总工会、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区服务
工会、 区商业联合会共同主办的
大兴区食品安全管理员培训班正
式开班。 来自大兴区各委办局后
勤、 规模餐饮企业、 连锁企业和
食品加工企业等 151家单位 的
159名食品安全负责人和食品
安 全 管 理 员 参 加 学 习 。 中 国
烹 饪 协 会 副 会 长 冯 恩 援 、 中
国烹饪协会副秘书长张大海 、
大 兴 区 总 工 会副主席侯月海 、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雷
月萍出席开班仪式。

开班仪式上侯月海表示， 开
办本次培训班旨在进一步落实区
总工会安全生产责任， 推动该区
食品安全工作落实， 促进职工素

质全面提升。 他对培训班学员提
出三点希望。 一是扎实充电。 职
工学员要积极参与到学习中， 全
面深入掌握所授内容， 实现专业
素质提升。 二是相互交流。 培训
班汇集了各餐饮企业的优秀人
员， 希望学员们借助这一平台切
磋技艺、 共同进步。 三是总结实
践。 将所学知识进行归纳总结，
学以致用、 言传身教， 提高全区
食品安全从业人员整体素质。

雷月萍发表讲话， 并强调要
通过培养餐饮企业自身管理人
才， 使企业在严格遵守 《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等法律法
规同时， 做到自查自控， 建立健
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加强从业
人员管理培训， 定期开展企业自
查、 切实强化烹饪环节、 洗消过
程、 设备保洁等重点环节的整改

并公示结果， 让消费者多渠道了
解企业食品安全情况， 营造安全
放心的餐饮消费环境。

据主办方介绍， 参加此次培
训会还将举办结业考试， 考试合
格者将颁发国家承认的食品安全
管理员证书。 培训结束后， 各餐
饮企业还统一签订 《加强自律
履行职责———餐饮行业行动倡议
书》， 形成合力， 共同维护大兴
区食品安全。 “专家通过生动的
事例、 详细的解读让我们了解到
食品安全方面的政策和信息 ，
同时也发现了自身存在的不足，
非常有益。 这次培训还能获得职
业资格证书， 对我们职工今后的
发展也很有帮助， 希望能有更多
这样的培训。” 宝金龙食品有限
公司食品安全小组组长李守晓告
诉记者。

□本报记者 金海鸥 通讯员 王尊

２０17年 9月 11 日·星期一 Yweekl
今今日大兴 09

本版编辑 金海鸥 美术编辑 赵军 校对 刘芳

民海生物举办“安康杯”技能竞赛

黄村镇总工会为驾校教练送清凉
8月的北京立秋虽过，暑气

未消。 黄村镇总工会关心一线
职工的生产生活， 特出资86万
余元定制了18000多份毛巾套
装，自8月30日起，利用一周时
间， 陆续发放到了镇域内建会
企业的一线职工手中。

8月30日，黄村镇总工会主
席梁铮带领工会人员来到东方
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将毛巾套装送到了一线教练员
的手中。 教练员纷纷称赞：“毛
巾质量非常好，很实用，感谢工
会对员工的关爱。”

据工会工作人员介绍 ，今
年上半年， 镇总工会为一线职
工做了多件实事。新年伊始，区
镇两级工会携手京卡特约服务
商， 将4000份孝心馒头送到了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
18家建会企业的职工手中 。3
月， 镇总工会与镇人力资源服
务中心共同举办“春风行动”专
场招聘会，吸引15家知名企业，
提供72个工种 、970个岗位 ，当
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89人 。4
月，镇总工会组织了两次“低碳
运动 健康同行” 健步走活动，
累计参与600余人次；7月，黄村
镇职工之家正式投入使用，场
馆面积1529平方米， 包含篮球
馆、羽毛球馆、会议室等设施，
为黄村地区职工文体活动的开
展提供了保障。一系列举措，充
分体现了工会 “面对面、 心贴
心、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
的服务理念。

（通讯员 杨洪涛）

区总工会召开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中期评审会

近日， 由瀛海镇总工会开
展的 “幸福瀛海 与爱同行”职
工心理健康项目启动说明会在
瀛海家园文体服务中心举办。
来自辖区42家企业工会和社区
联合会负责人等70余人参加了
此次活动。 瀛海镇总工会副
主席王洪静介绍了心灵驿站
及项目的基本情况 。北京市
心启航公益服务中心心理咨
询师马骋详细介绍了心灵驿
站的设施功能及服务内容。

会议特邀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IHNMA认证催眠治疗师
杨玉娜进行了《认识催眠》的讲
座， 通过现场演示和体验的方
式为职工讲解了催眠的基本知
识和原理， 打消了职工对催眠
的误解和顾虑， 让职工正确认
识了催眠对成长、 生活和工作

的积极作用。
此外， 镇总工会还现场为

各企业工会、 社区联合会负责
人发放了 “幸福职场 阳光心
态”口袋书、项目调查问卷、京
卡互助服务卡使用指南 、工
资 集 体 协 商 工 作 手 册 及 规
范 标 准和大兴区总工会各类
宣传手册。

据工作人员介绍， 本项目
推进了 “北京市职工心理体验
服务系统”的普及，辖区各企业
职工和居民可以进行在线咨
询、心理健康测试、心理筛查、
在线指导和帮助、 线下预约等
服务。 各企业可以通过与镇工
会联系，参与团体心理沙龙、音
乐催眠减压、沙盘体验、职工心
灵驿站体验周、 心理健康知识
讲座等活动。 （通讯员 王颖）

瀛海镇职工心理健康项目启动

“海底捞发生了什么事情？ 监管部门抽查结果消毒记录不全、 餐具与工具
混放、 职工没有戴发帽和口罩； 海底捞自查情况为食材过期、 设备失效、 行为
失准。 一个餐饮企业该如何做好食品安全管理？” 在大兴区食品安全管理员培
训班上，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冯恩援用鲜活的事例引发了在场学员的思考。

8月31日 ， 2017年大兴区总
工会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中期
评审会在区总工会召开。 大兴区
总工会职工文化活动中心主任于
勇， 区总工会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专家罗道全、 蔡鑫、 郑齐猛、 张
瑞凯、 王世强， 第三方审计人员
及承接项目单位项目负责人等参
加了此次会议。

区总工会职工文化活动中心
主任于勇简要介绍了2017年大兴
区总工会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
基本情况， 并对项目承接单位下
一阶段工作提出了几点意见。

大兴区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
心常务副主任王世强介绍了2017
年区总工会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
目“中期评审标准”。 主要内容包
括项目实施进展、项目管理水平、
受益方满意度、项目社会影响、经
费使用规范性等五个方面。 之后
各项目负责人按顺序结合PPT进
行汇报答辩， 评审团专家根据中
期报告及汇报材料进行评分，并

对项目提出相关问题与建议。 在
评审工作进行的同时， 第三方审
计人员在现场对承接项目单位财
务信息进行审计， 要求账务处理
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行。

最后，综合评审结果，各项目
承接单位要在下一阶段中， 制定

工作计划，增加服务人群覆盖面，
保证服务人数不低于6000人次的
标准。 项目承接单位要充分利用
多方资源与力量，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服务水平， 高质高效的完成
大兴区总工会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项目工作。 （通讯员 李思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