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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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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晶）为了给
辖区非公企业职工提供一个心理
减压的渠道， 使大家拥有更加阳
光的心态，近日，西城区展览路街
道总工会组织辖区百名职工到坡
峰岭开展心理减压拓展训练。

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许多
企业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科技技
术型转变， 从生产低端产品向中

高端产品转变， 这对职工的劳动
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使他们面
临学习新技术、 掌握新技能的压
力。同时，长期超负荷工作，职工
身心得不到有效调整， 也很容易
出现心理问题。 了解到这些情况
后， 街道总工会特意举办了此次
心理减压拓展活动， 通过生动有
趣的团队活动，增强团体凝聚力，
以减轻职工在工作中的压力。

当天， 拓展培训师用简单的
热身活动拉开了活动序幕， 大家
非常配合， 认真听从老师的每一
个指令。 随后开展的游戏通过让
成员真诚沟通、 互相帮助来锻炼
整个团队的协作能力。 本次拓展
活动，欢声笑语贯穿始终，不仅使
参与者放松了身心， 更为日后工
作中大家能更好地进行团队协作
奠定基础。

展览路工会拓展训练帮职工塑阳光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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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超） 今年以
来， 平谷区总工会集体协商指导
组规范谈薪， 不断完善协商前后
的“常态双沟通”机制，采集集体
协商“谈薪”议题内容，效果显著。

截至目前， 平谷区新调岗到
任工会干部175人，兼职工资集体
协商指导员54人， 由于他们来自
不同行业和岗位， 对工会工作特
别是对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比较陌

生。 区总工会工资集体协商指导
组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 引导他
们走进基层， 面对一线劳动者以
“什么是规范集体协商‘谈薪’，怎
样规范集体协商‘谈薪’，如何监
督规范集体协商‘谈薪’，规范集
体协商‘谈薪’会产生的作用和效
果”为主题，进行集体协商“谈薪”
常识讲解、操作示范等现场培训。

截至今年10月， 平谷区共走

访基层工会组织26个， 企业工会
组织296个，同工会干部和兼职集
体协商指导员、企业经营管理者、
2686名一线企业职工互动沟通交
流。 启动工资集体协商随机宣传
及民调服务4353人次，覆盖39292
人次，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26次，
覆盖工会干部、企业经营管理者、
劳资双方工资集体协商代表3984
人次，解答咨询1686人次，指导典

型经验交流26次。
在谈薪过程中， 平谷镇岳协

医院中药房女职工王东华等20多
名医护一线职工，提议“发放职工
生日蛋糕卡”等5个方面集体协商
内容， 被医院工会和劳资双方工
资集体协商代表确认为今年新一
轮工资集体协商的5个议题，赢得
了全体医护员工的点赞。

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北京市同

乐制帽厂33岁的残疾职工刘印
华， 亲历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获得
幸福感， 他说：“把完善工资 、奖
金、 津贴、 补贴等分配办法和制
度， 特别是提高生产一线职工工
资福利待遇等职工最关心、 最现
实、 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作为协商
重点，保障了职工工资收入，随着
企业经营效益增长而增长， 实现
了劳资双方共商共赢。”

平谷工会“沟通”机制促谈薪效果显著
今年走访企业工会组织296个 与2686名职工互动交流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近日，
怀柔区总工会举办了为期三天的
专职社会工作者培训会。 全区各
工会服务站专职副主席和全体专
职社工80余人参加了培训。

在开班仪式上， 区总工会主
席曹立仓要求参训学员把握好难
得的学习机会，学深悟透，把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期的头等大事来抓， 扎实
推进工会各项工作上新水平。 特

别是要紧密结合工会改革工作，
真正做到 “增三性”“去四化”，做
有思想、 有能力、 有水平的服务
者，做好职工“娘家人”。

在分组讨论中， 大家一致认
为， 工会工作者的初心就是全心
全意为职工提供贴心满意的服
务， 使命就是用自身的努力实现
好维护好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
团结引领广大职工 “听党话， 跟
党走”。

80余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集中充电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张熙） 近日， 北京住总集团召开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北
京城建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
郭延红作宣讲报告。 当天， 集团
公司共300人聆听了宣讲。

郭延红深入浅出地对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发生的重要变化， 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思想、
重要观点、 重要论断以及提出的
重要举措做了详细解读。 她说，
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最重要的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是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灵魂； “四个
全面” 和 “五位一体” 是把握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 “纲”， 是做好
一切工作的主线。

住总集团公司党委书记王宝
申表示， 两个多小时的宣讲既严
谨深刻， 又生动透彻， 既全面系
统， 又突出重点。

王宝申说 , “学习宣传贯彻
的关键在做。 我们将坚持学以致
用， 立足集团实际， 加强统筹谋
划， 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
务进一步细化、 具体化， 落实到
住总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坚持学以致用把目标任务细化具体化

公公交交职职工工
享享爱爱心心早早餐餐

本报讯 （记者 曹海英 通
讯员 郭敏 冯仙惠） 近日， 带
着公司温暖的690件绒衣陆续
送到了每名职工手中， 由此北
京建工机施公司工会冬送温暖
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随着天气转冷， 建工机施
公司工会委员会及时召开会议
决定提前启动送温暖工作。 经
委员们表决通过， 此次送温暖
工作覆盖面达100%， 公司每
名职工都将收到带着机施温度
的绒衣。 据了解， 工会还精心
挑选了性价比高的品牌绒衣，
并且分不同颜色供职工挑选。
三天内690件绒衣陆续发放到
位， 确保职工第一时间感受到

公司的关怀与问候。
据悉， 随着天气变化， 机

施公司工会还将对在施重点工
程职工进行慰问。

怀柔区总工会

北京住总集团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22
日， 二七机车公司党委在办公楼
二层会议厅举办了 “学习十九大
精神，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专题
讲座， 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
刘炳香教授给公司各级党政领导
和党务工作人员进行辅导。

此次讲座既是公司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的一次扩大学习， 也
是公司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拓展和深入，
使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能够从更高
层面、 更准确地理解把握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
有关要求。

最后， 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

长马建勋结合公司实际， 对下一
阶段学习十九大精神重点工作提
出要求 ， 希望各党支部高度重
视， 统一思想， 切实组织广大党
员员工通过多种形式， 把党的十
九大精神学懂、 弄通、 做实。

二七机车公司

举办专题讲座学习十九大精神

冬运期间， 公交客四分公司第10车队每天早上为一线职工提供
小米粥、豆浆等早餐和热饮。图为车队工会主席李小龙（左二）早晨为
一线司乘人员服务，受到职工的赞扬。 本报记者 崔欣 摄影报道

■ 冬日送暖

建工机施职工获工会“暖心”绒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