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1版)
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

个体经营， 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
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
常运营1年以上的离校2年内高校
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试点给予
一次性创业补贴。 具体试点办法
由省级财政、人社部门另行制定。

享受就业见习补贴的人员范
围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艰苦边远地区、老工业基地、
国家级贫困县可扩大至离校2年
内未就业中职毕业生。 对吸纳上
述人员参加就业见习的单位，给
予一定标准的就业见习补贴，用
于见习单位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
间基本生活费、 为见习人员办理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以及对见习
人员的指导管理费用。 对见习人
员见习期满留用率达到50%以上
的单位，可适当提高补贴标准。

对在毕业年度有就业创业意
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
贫困残疾人家庭、 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
生， 残疾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
高校毕业生， 给予一次性求职创

业补贴。
就业创业服务补助用于加强

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服务能力
建设， 重点支持信息网络系统建
设及维护， 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
构及其与高校开展的招聘活动和
创业服务， 对创业孵化基地给予
奖补， 以及向社会购买基本就业
创业服务成果。

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重点用
于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和技
能大师工作室建设等支出。

其他支出是指各地经省级人
民政府批准， 符合中央专项转移
支付相关管理规定， 确需新增的
项目支出。

就业补助资金中对个人和单
位的补贴资金的具体标准， 在符
合以上原则规定的基础上， 由省
级财政、 人社部门结合当地实际
确定。 各地要严格控制就业创业
服务补助的支出比例。

就业补助资金不得用于以下
支出：办公用房建设支出。职工宿
舍建设支出。购置交通工具支出。
发放工作人员津贴补贴等支出。
“三公”经费支出等。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本报讯（记者 崔欣） 近日，
怀柔区总工会组织机关干部开
展“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十
九大精神学习活动， 并设立每
周一上午为固定学习日。

怀柔区总工会主席曹立仓
表示：“我们将通过集中学习和
个人自学， 做到学深悟透十九
大精神，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积极履行工会组织在新时代的
使命和担当。 同时， 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 全身心投入到新
时代伟大事业中； 通过学习宣
传教育， 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职工心

中；用新思想指导工会工作，提
升服务职工的水平和能力。”

据了解， 怀柔区总工会结
合各自实际制定学习宣传贯彻
方案， 将党的十九大精神纳入
党委 （党组 ）中心组学习计划 ，
务求深刻领会精神实质， 切实
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 、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通过机关
干部大会、专题学习会、辅导报
告会、 领导干部讲党课等多种
形式， 组织好工会干部和职工
群众的学习活动。下一步，区总
工会还将开展进企业、进车间、
进班组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活

动 ，并通过多形式 、分层次 、全
覆盖的培训， 帮助工会干部和
广大职工加深对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理解， 推动党的十九大作
出的决策部署在工会系统落地
生根、见到实效。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昨天
上午， 按照北京市总工会2017
年干部教育计划， 北京市政法
卫生文化工会举办了 “贯彻十
九大精神， 推动工会改革工作
培训班 ”。 培训班上 ， 北京市
总工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讲团成员、 全国劳动模范
宋鱼水以 “习近平新时代的法
治繁荣与使命” 为题进行了精
彩的宣讲。 北京市政法卫生文
化工会系统近百名工会干部参
加了培训。

宋鱼水从 “党的十九大报
告三个显著特点”“法治成为党
的十九大报告关键词”“关于党
的十九大法治部署的四点思
考”三个方面进行了宣讲。

宋鱼水说：“党的十九大报
告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我们
的辉煌成就值得仰望， 二是我
们已经从自尊走向自信， 三是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成为国家
创新的重要标志。”

宋鱼水谈到，“作为法律工
作者， 我更加关注十九大报告
中传递出的习近平新时代的法
治思想”。党的十九大将法治作

为关键词，54处提到“法治”，明
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体
现出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坚定
决心， 开启了法治建设的新征
程。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党对法
治的认识到了一个空前的程
度， 党对司法的重视程度进一
步提升， 法治对市场核心竞争
力的影响越来越深远。

作为亲历大会的代表 ，宋
鱼水还根据自身工作做出了四
点思考。一是党的十九大报告、
党章修正案和中央纪委的报告
均体现了法治思想； 二是党的

十九大报告是在十八大报告的
基础上， 法治建设的进一步深
化；三是民主与法治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
法治体系的认同感和获得感增
强； 四是全民法治建设需要司
法工作者更加热爱法治工作，全
身心地投入工作中。

大家表示，“宋鱼水的报告
不但内容深刻，让我们对十九大
精神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和体
会。在今后工作中，我们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
神上来，把各方面力量凝聚到实
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各项目标
任务上来。” 孙妍 摄

北京市政法卫生文化工会举办贯彻十九大精神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 闵丹）“既有
老师讲授的职场减压技巧， 又体
验了职工心理示范中心的现场减
压设备，真的特别放松。”昨天下
午，来自海淀环卫、零售、社区医
疗一线的60名女职工在北京职工
服务中心进行了为期半天的女职
工心理减压培训课。

本次培训由北京市总工会女

工部和北京职工服务中心联合举
办， 来自市总工会职工心理专家
团队的柏燕谊首先进行了 “职场
心理健康”的课程，解读了职场女
性在婚姻、亲子方面的困惑，并现
场教授了女职工应对挫折和困境
时的压力化解方式建议。 培训课
后， 女职工还现场体验了示范中
心的心理减压设备。 闵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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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业国防系统召集20家非公企业工会主席交流亮点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高温津
贴、 爱心之屋、 职工之家实体化
……非公企业关爱职工的举措并
不少。11月10日，北京市工业（国
防） 工会召开非公企业工会工作
交流会， 市工业国防工会重点联
系的20家非公企业工会主席参会
交流。 举办本次交流会目的是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加强市
工业（国防）工会与重点非公企业
联系，落实信息沟通制度。

会上， 非公企业工会主席就
本企业概况和生产经营情况、职
工队伍状况等进行了介绍， 并展
现了2017年工会亮点工作， 提出
2018年重点工作打算， 还就企业

落实工会改革的相关情况、 职工
之家实体化建设情况和职工培训
等方面采取的新举措进行了交流
分享， 同时就当前影响本企业职
工队伍和劳动关系稳定的突出问
题、 工会开展工作面临的主要困
难提出对策建议。

揖斐电电子（北京）有限公司
工会代表员工与公司通过集体协
商、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最终签订
了《集体合同》和《高温作业集体
合同》等。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
公司工会协助公司组织筹办多种
业务培训、技能比赛，协助销售部
组织全国各地21家分公司的美容
顾问，进行“最美肌肤”评选活动

等。SMC工会每年组织员工为希
望小学学生捐资助学 ，2017年度
SMC工会组织全体员工资助贫困
学生50名。 曲美家居集团工会为
了让员工更多加入工会组织中
来，工会成立了职工之家、爱心之
屋。 集美集团工会重视职工素质
教育工程，2017年共开设职工大
讲堂3次，职工岗位技能培训和团
队建设课程共计623课时，受训职
工2000人次。 博洛尼工会今年总
共投入资金50多万进行 “职工之
家”实体化建设。味多美公司工会
为户外作业的职工提供了防雾霾
口罩。爱慕内衣公司投入185万元
开展技能培训。蒙牛乳业（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建设了600平
方米的室外篮球场和羽毛球场。

市工业（国防）工会副主席许
玉德表示， 希望各非公企业工会
一是要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
大精神， 准确把握工会组织和工
会工作的新使命、新要求，在建设
“有理想守信念、 懂技术会创新、
敢担当讲奉献” 的产业工人队伍
的实践中， 承担起团结带领广大
职工听党话、跟党走的历史责任；
二是要主动接受同级党委的领
导，扎实推进本单位工会改革，按
照“聚焦服务大多数、聚焦工作可
持续、聚焦职工获得感”的要求，
深化普惠制、 精准化服务， 探索

“互联网+” 工会工作新模式，不
断提升群众工作本领， 发挥好工
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 三是要
密切与产业工会的联系， 畅通信
息渠道，及时发现和反映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 及时报送劳动争议
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等舆情信息，
整合各方力量， 共同促进劳动关
系和职工队伍稳定。此外，在市总
推行的集体协商 “职工福利费和
教育经费、劳动保护标准、带薪休
假、高技能人才待遇”四必谈重点
工作中， 希望发挥示范作用， 开
展好企业协商， 配合做好汽车零
部件、 家具、 食品加工等市级行
业集体协商工作。

进进一一步步在在京京华华大大地地形形成成生生动动实实践践
更更加加奋奋发发有有为为地地推推动动首首都都新新发发展展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宋鱼水宣讲“习近平新时代的法治繁荣与使命”

怀柔区总工会

宣讲活动将走进企业车间和班组

平谷社会服务中心母婴关爱室挂牌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11月9

日， 平谷区社会服务中心母婴关
爱室揭牌仪式启动。 区人大副主
任、 区总工会主席屈志奇为母婴
关爱室揭牌。

区社会服务中心母婴关爱室

占地30平方米， 设有母乳冰箱、
奶瓶消毒柜、 育婴读物等20余件
母婴日常用品， 可容纳13名女职
工同时使用。 目前， 平谷区社会
服务中心、 区医院2家母婴关爱
室已建设完成并开放使用。

60名一线女职工现场学减压

非公企业多举措关爱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