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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对接市
总工会改革方案， 昌平区总工会推动落实
社区 (村) 联合工会经费保障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 11月2日上午， 昌平区总工会到
阳坊镇调研镇村工会联合会经费保障试点
开展情况。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阳纺镇镇西贯市村
和后白虎涧村实地察看了工会联合会办公
场所、 人员配备、 硬件配置、 职责制度等
工作， 详细了解工会经费代收和职工活动
经费使用情况， 并听取了镇总工会对村工

会联合会经费保障试点工作做法和资金支
持的汇报。

对于贯彻落实社区 （村） 联合工会经
费保障制度， 昌平区同时选取两个镇 (北
七家镇、 阳坊镇) 进行试点。 昌平区总工
会主席郭自成介绍说， 此举目的是深入贯
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对接市总工会改革
方案 ， 坚持问题导向 ， 聚焦基层需求 ，
切实保持和增强工会工作和工会组织
的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 把更多的资
源向基层倾斜， 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基层一

线， 努力解决基层基础薄弱问题， 全面推
进新形势下全区基层工会经费保障工作改
革创新。

此前在10月19日，《昌平区社区 （村）
联合工会经费保障制度工作改革方案 （试
行）》 正式印发。 方案明确了社区 (村) 工
会联合会为补贴对象， 通过补贴来解决联
合工会的经费保障问题， 并明确了补贴途
径和方式。 同时， 建立了社区 (村) 工会
联合会经费监督管理机制， 确保工会经费
落到实处。

收看完党的十九大开幕会后， 昌平区
各基层工会组织迅速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
的热潮，大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切实
做到对党忠诚，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进程中， 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作
用。 各基层工会干部表示： 既要服务于大
局，也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好职工合法权益，
扩大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有效覆盖， 不断
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影响力。

天通苑南街道天通西苑第一社区工会
联合会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组织党员开展联系帮扶困难群众，向困
难群众捐赠御寒衣服活动。 该工会联合会
工作人员将从社区居民手中收集到的320
件毛衣、绒衣、毛裤整理打包，联系志愿者
协会， 将这些衣服送到山西省朔州市应县
的捐助点。此次捐赠活动，该工会联合会党
员干部充分发挥了带头作用， 通过各种宣
传手段， 广泛动员身边群众发扬扶贫济困
的传统美德，奉献爱心。

昌平一建公司工会开展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宣教和文体活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 举办了职工运动会，200余人次参
加了8个大项的体育比赛；组织开展了“十
九大最深刻的一句话”“职工寄语十九大”
以及“十九大，我想对你说”系列征文活动；
开展了职工长走活动。通过活动，全体职工
表示： 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深刻领会报告的深刻内涵，为建设美丽
昌平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百善镇总工会组织参观 “砥砺奋进的
五年”大型成就展。本次展览分为“践行新
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等11个主
题展区。会员职工从一个个模型实物、一段
段图文视频中， 感受祖国五年来发生的巨
变。大家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振奋的精神、昂扬的斗
志、扎实的工作作风投入到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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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工会力量 争做新时代先锋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Yweekl
魅魅力力昌昌平平

10月18日上午， 昌平区总工会组织干
部职工在会议室通过视频收看了党的十九
大开幕会， 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代表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现场收
看的同志一致认为 ，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也是广大工会
干部、职工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 令人振奋， 备受鼓
舞。 区总工会将积极落实区委书记侯君舒
在全区领导干部大会上强调的 “坚定不移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举
旗引路，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昌平形成
生动实践”要求。

11月6日，昌平区总工会组织开展工会
干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班， 全区各
级工会干部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昂扬
向上的精神状态和良好的作风， 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150余名工会干
部参加了培训。 昌平区总工会副主席王亚
茹进行了开班动员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要
求： 全区各级工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深入推进“两学
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要认认真
真、原原本本地学习。要着力在掌握精神实
质，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完整准确地
领会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
要求； 要认真学习研读报告中关于工人阶
级和工会工作的论述和对首都工作提出的
新要求。深入学习宣传、狠抓贯彻落实，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提高政治站位、练
好过硬本领， 全力推动首都工会事业不断

发展； 多渠道多形式深入宣传党的十九大
精神，及时反映全区职工群众的学习动态，
组织动员广大职工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昌平工会组织中落
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

11月9日下午，在昌平区总工会的组织
下，十九大代表、昌平检察院彭燕为包括全
国劳模、 北京市劳模、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
者、昌平劳动奖章获得者、昌平经济技术创
新标兵在内的160名职工宣讲十九大精神。

下一步， 昌平区总工会要迅速行动起
来 ， 学习 、 宣传 、 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
神，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群团改
革工作重要指示 ， 做好职工思想引领工
作。 同时， 结合实际完善和落实 《昌平区
总工会改革方案》， 必须增强政治性、 先
进性、 群众性， 克服机关化、 行政化、 贵
族化、 娱乐化， 通过改革提高工会组织服
务大局、 服务职工的能力。 切实履行工会
组织的维权服务职责，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
开展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进一步完善职工
服务体系， 提升服务职工能力和水平， 大
力发展优秀职工文化， 提高职工的文化素
质， 引导广大职工听党话、 跟党走， 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 响应伟大号召， 紧跟党的步伐，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 指导工会各项工作， 以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团结组织
广大职工，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继续
奋斗、 再立新功。

2017年10月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
开幕 。 昌平区总工会迅速动员各级工
会组织集中观看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盛
况， 要求全区广大干部职工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增强思想
自觉， 理论联系实践， 切实真抓实干， 务
求实效。

通过学习激励全区广大干部职工要以

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 ， 凝聚工
会力量 ， 争做新时代先锋， 为加快建设
国际一流的科教新区建功立业， 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区市政市容委工会将紧紧围绕服务党
的十九大这条主线， 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
工参与昌平区城市管理工作的积极性， 加
快全区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提升环
境整治水平， 精心做好城市运行保障， 弘
扬工匠精神 ， 把昌平建设得更加精致优
美、 和谐宜居， 为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科
教新区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聆听基层工会心声▲

教育系统工会时刻关注广大教职工的
思想动态和专业发展， 结合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的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以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 引导广大教职
工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自觉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 努力提高教职工的思想政治觉
悟， 搭建平台促进教职工提高业务水平。
承担起立德树人的重任， 为实现 “两个一
百年” 的奋斗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昌平区教育工会主席 王长军

振奋精神迎接新时代
东小口镇总工会主席 戈娜

我们要把学习十九大精神与生态环境
整治、 工会规范建设等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推进东小口地区全面发展的实践中当先
锋作表率。 坚持落实责任敢担当， 不回避
问题和矛盾。 坚持以学立本，争当党建、工
建的行家里手。 真正把心思精力用在想干
事上， 把本事用在能干事上， 把目标定在
干成事上。为东小口地区的健康发展，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奉献出微薄之力。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砥砺奋进

昌平区卫计委工会主席 张春生

区卫计委将准确掌握党的十九大对工
会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进一步加强工会组
织建设， 大力推进医护人员医德医风建
设， 提高医护队伍整体的综合素质， 不断
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充
分利用工会组织的群众性优势 ， 服务基
层、 发动基层、 引领基层， 确保这项民心
民生工程更好的服务于百姓， 为广大患者
提供更加优质的卫生计生服务。

以工作实效
回应职工群众新期待

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工会主席
钮亚敏

认真学习、 全面准确深刻领会党的十
九大精神， 最根本的是见行动、 出实效。
我们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全力以
赴抓好当前工会的各项任务， 认真谋划好
明年的工作， 既要在学习上见行动， 更要
在落实上见实效， 从职工群众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 团结动员昌平园广大职工， 以实
际行动和优异成绩， 为昌平经济和社会发
展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弘扬工匠精神
建设美丽昌平

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工会主席 崔红梅

凝心聚力 强化理论引领
昌平区总工会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凝聚共识
团结职工跟党走
全区各级工会组织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贯彻落实社区（村）联合工会经费保障制度昌平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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