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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本报讯（记者 张江艳）近日，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九大
精神， 顺义区总工会机关党支部
组织全体机关人员、 专职工会工
作者中的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开
展了学习十九大党建知识竞赛。

竞赛涵盖十九大报告 、 新
《党章》、 党风廉政建设、 《中国
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
条例 》、 顺义区情 、 工会工作 、

机关支部活动等内容。 比赛前，
工会机关党支部的四个党小组各
自带领本组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
和群众共同学习， 评选出佼佼者
组成队伍参加竞赛。 竞赛通过必
答题、 抢答题和风险题， 最终评
选出一、 二、 三等奖。

活动后，党员表示，用这种方
式学习十九大报告、党建知识，既
轻松生动，又对内容记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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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十六局50项创新成果创效2.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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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法律援助将实现三个“全覆盖”
律师事务所 法律援助律师 法律援助联络点

京内外党员职工共学十九大精神

本 报 讯 （记 者 赵 思 远 ）
针对当前劳动争议工作面临的新
形势和新挑战， 今后， 通州区法
律援助工作将实现律师事务所、
法援律师 、 法援联络点 “全覆
盖”， 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11
月28日， 通州区劳动争议调解六
方多家联动机制建设联席会召
开。 本次会议由通州区总工会牵
头， 联合通州区人力社保局、 司
法局、 法院、 信访办、 企业联合
会， 以及通州区综治办、 致宏律
师事务所等多家单位列席会谈。

会议指出， 因建设城市副中
心以及疏整促等工作带来的政策
调整和环保要求， 导致部分企业
整体外迁、缩减经营、裁减员工，
从而引发具备新特点的劳动争议
调解问题。其中，多以拖欠工资、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为主
要诉求，多发生在机械加工、制造
业和化工行业， 多出现企业降低
补偿标准导致职工权益受到侵害
的集体案件。

针对上述特点， 各方就不同
职能纷纷建言献策。其中，通州区

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陈松波
表示， 今后全区法律援助工作将
实现三个“全覆盖”。作为法律援
助的工作站， 全区律师事务所将
实现“全覆盖”，便捷当事人拓宽
申请渠道； 推动全区律师成为法
律援助律师，实现“全覆盖”，可以
做援助案件， 可以到法律援助中
心进行面对面值班咨询， 可以接
听“12348”电话 ；结合 “律师村居
行”工作，建立村、居法律援助联
络点，律师在定期讲课、咨询调解
的同时也可把法律援助代理起

来，在保证有场所、有人员、有记
录、有标识，公开援助事项的基础
上实现“全覆盖”。

“我们发现当前的劳动争议
调解案件多以集体为主， 且成激
增态势。 部分企业对于大规模解
聘工人无力承担，”陈松波说，“对
此通州区法律援助工作将以点、
线、面结合的方式开展，即各类基
层联络点， 法律援助中心到事务
所、司法所等机构，最后到村居点
的这条线，以及村居联络点、各办
事机构、 区总工会和法律援助中

心等组成的网格面进行有机结
合，形成强大的推动力。”

会议还强调， 加强职工法律
援助工作是工会参与社会管理、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着力
点，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保持区
域稳定、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重
要意义。 通州区将继续抓好基础
设施、“职工之家”等规范化建设，
尤其面向基层工会和职工广泛开
展劳动争议调解员培训班， 并加
大力度以宣传画展等各类形式为
基层职工提供法律咨询平台。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张继桂 郇涛）中铁十六局劳模和
先进职工创新工作室累计转化技
术创新成果50项， 实现直接经济
效益约2.9亿元，这是记者昨天从
中铁十六局集团工会了解到的。

近年来， 中铁十六局集团响
应总公司和北京市总工会号召，
把劳模创新工作室作为企业科技
创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
推进群众性技术创新的重要平台
和载体， 广泛开展创建活动， 全
面激发职工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工会通过实施劳模创新工作
室 “六有” 标准， 即有劳模先进

领军人物， 有不低于6人的创新
团队 ， 有创新场地 、 经费和设
备， 有创新工作制度和机制， 有
攻关项目和目标， 有创新课题和
创新成果， 厚植劳模创新土壤，
形成了 “党委领导、 行政主导、
工会搭台 、 多方协同 、 全员参
与” 的工作格局。

同时， 该局先后建成了24个
劳模和先进职工创新工作室， 其
中2个获评中国铁建劳模创新工
作室， 3个获评北京市职工创新
工作室， 1个获评浙江省劳模创
新工作室。 各创新工作室获省部
级以上科技进步奖61项。

在11月20日的中国铁建科技

创新大会上， 中铁十六局集团公
司工会作为股份公司工会系统唯
一一家单位， 现场进行劳模创新
工作室示范经验交流， 展示了以
劳模创新工作室助推企业科技发
展的独特风采。

北邮中心局工会应对生产旺季开展心理减压活动

全员参与十九大党建知识竞赛

本报讯 （通讯员 方洪 ） 近
日， 建工博海公司国际事业部党
总支在网上编发了学习十九大精
神答卷， 组织北京总部和安徽阜
阳项目部的党员和职工认真答
题，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热潮。

据了解， 该事业部党总支为
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 根据京内外党员和职工分

散、不便于集中学习的实际，充分
利用网络和手机QQ群等现代化
通讯平台， 自行编发了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测试答卷。 答卷内容
丰富， 涵盖了十九大报告的关键
词和重点内容， 并要求大家结合
各自的工作岗位， 表述自己如何
立足本职， 以实际行动贯彻十九
大精神。

顺义区总工会机关党支部

建工博海国际部

发放减压书籍、彩铅画帮职工放松身心
本报讯 （通讯员 梁岩） 近

日， 北京邮区中心局工会在全局
范围内开展了以 “放松心情 迎
接挑战” 为主题的职工心理减压
活动。 为一线职工发放了100余
册减压书籍、 涂色彩铅画和彩铅
笔， 让职工在休闲的同时既缓解
自身工作、 生活压力， 又收获知
识与快乐。

据了解， 随着年底生产旺季
的到来， 中心局重件作业区日处
理量一次次被刷新， 最高量已达
62万余件， 职工的劳动强度也越
来越大 。 为缓解紧张的工作节
奏， 使职工在工作之余心情得到
放松， 陶冶情操， 中心局工会开
展了此次心理减压活动， 受到职
工的欢迎。

职工高兴地说： “参加此次
活动真正达到放松心情、 减轻压
力的目的； 同时也感受到工会组

织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的热忱。
我们将以更饱满的精神投入到旺
季生产中。” 通讯员 吴新宇 摄

本报讯（记者 马超）“五星红
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11月25日，中建二局三公司
地下一层传来阵阵歌声。 中建二
局三公司装饰分公司在此举行
“喜庆十九大 赞歌献给党”活动。

据装饰分公司党委书记 、工
会主席曾纪根介绍， 本次活动是
公司工会学习十九大精神的主题

活动，职工们一边唱红歌，一边穿
插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 让职工
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十九大精神，
受到职工欢迎。活动现场，职工演
唱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北京的金山上》 等红色歌
曲，还演出三句半《党政廉洁万事
兴》。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
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

中建二局三公司

法律知识竞赛邀律师为职工普法
本报讯（记者 崔欣）日前，怀

柔区总工会举办了 “学习十九大
精神”职工法律知识竞赛活动。

此次活动以 “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 弘扬宪法精神”为主
题，竞赛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北京市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集体
合同条例》、“ 十九大精神”及“厂

务公开民主管理相关规定” 等法
律法规及重要文件。 竞赛活动将
历时一个月，分为基层单位申报、
基层单位组织开展知识竞赛、基
层单位反馈活动情况及发布获奖
名单三个阶段。 为确保活动顺利
开展， 区总工会还将派出律师参
与活动， 设置法律咨询台， 为职
工提供法律服务， 以全面提升全
区职工法律素质。

怀柔区总工会

成立应急分队
备战投递旺季

筹备应急人员， 备好包裹应
急存放场地， 建立数据预警、 商
普联动、 营投联动、 机关包点联
动等多项应急机制……随着年底
邮件投递高峰的来临， 西城区邮
政分公司及时制定并启动了旺季
生产快递包裹投递工作方案和应
急方案， 将机关、 专业公司人员
均列入应急分队储备人员， 随时
启动支撑 。 同时购置了夜间头
灯、 方便食品、 防寒用品及常用
药品等物资 ， 做好一切后勤保
障。 通讯员 闫迪 摄影报道

“赞歌献给党”活动受职工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