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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程海超） “项目上一个又一个的
驿站，不仅让项目职工享受温暖，
咱们农民工兄弟也一样享受。”中
建二局土木公司路桥分公司唐山
湾项目张军说道。近日，中建二局
土木公司路桥分公司推出 “五维
一体”搭建驿站式服务平台。

据介绍， 为了拓展职工幸福
空间， 让党支部的堡垒作用与工
会 “娘家人” 的作用真正落到实
处，公司推出了驿站式服务平台，
有红心驿站、 心灵驿站、 健康驿
站、摇篮驿站、红娘驿站。

红心驿站以农民工党员为主
要服务对象，通过有效管理，明确

他们的主要职责， 及时为工友提
供帮助、保障权益、排忧解难；心
灵驿站为企业职工搭建心理疏导
平台，通过设立心理书籍专柜，开
展系列征文、专题讲座等，疏导职
工心理、 有效帮助职工缓解心理
压力，提升工作状态；健康驿站为
职工购置简易健身器材， 定期开
展丰富的文体活动， 并设置项目
爱心药箱， 解决职工常见病的护
理， 全面为职工身体健康保驾护
航； 摇篮驿站以内部培训和外部
培训相结合提升青年职工职业技
能，通过多种形式的“传、帮、带”
帮助青年职工快速成长； 红娘驿
站关注青年婚恋问题， 适时组织

开展联谊、相亲活动，为青年职工
牵线搭桥， 助力青年职工解决终
身大事。

驿站式服务平台服务模式 ，
提升了职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为项目施工生产保驾护航， 营造
了健康和谐企业管理状态。

月均收入超4500元

平谷华夏毛织厂职工工资增长8.9%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经劳资

双方集体协商达成共识， 职代会
审议通过， 平谷区夏各庄镇北京
华夏毛织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为
2400元， 新一年工资增长幅度为
8.9%，职工月均收入超过4500元。
这是记者昨天从平谷区总工会集
体协商指导组了解到的。

据区总工会集体协商指导组
组长王春景介绍， 该厂工资协商
成果丰硕，亮点很多。工资协议约
定，在华夏毛织厂工作，必须签订
劳资双方严格遵守的《劳动合同》

或《临时工协议》，在入厂三个月
试用期内， 计件工资达不到劳资
双方协商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
临时工，华夏毛织厂不予录用。

工资协议还约定， 外地职工
在本厂连续工作满一年， 每月出
勤满26天， 全年出勤满253天，计
件工资达到本厂最低工资标准，
年终按计件工资10%的标准一次
性发放社保补助。生产旺季，职工
在岗工作超过8小时以外的规定
加班时间， 加班费按计件工资的
10%计算。

华夏毛织厂是一家以毛衣加
工为经营产业的百人以上企业，
于1984年建厂， 现有职工120人，
自2010年规范集体协商制度建设
以来， 职工每年按工龄带薪休假
最高21天，最低11天。每年职工工
资及各项福利总投入超过838.5
万元 ， 占企业年平均经营收入
6000万元的14%。其中，职工年工
资总投入超过648万元；职工全员
专业岗位技术培训经费投入超过
3万元；职工全员体检经费总投入
超过15000元。

五大驿站式服务平台拓展职工幸福空间

延庆街乡镇“摆摊设点”吸引职工入会
农民工入会集中行动同时开启 将进市场、进工地、进企业服务职工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加入
工会还有这么多好处， 我马上就
填表入会。” 员工陈文琪说。2日，
延庆区儒林街道总工会在环球新
意购物中心广场举办 “职工沟通
见面会暨农民工入会集中行动”。
当天办理入会110余人、达成建会
意向8家、达成入会意向500余人。
此次活动也拉开了延庆区农民工
入会集中行动的序幕，下一步，延
庆各街道乡镇总工会还将分别以
“职工沟通见面会和农民工入会
集中行动”进社区、进市场、进工
地、进企业、进村的形式集中开展

面对面、心贴心服务职工、吸纳职
工加入工会活动。

活动现场， 购物中心广场大
型电子屏滚动播放着 “首都在职
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划、 全市职
工沟通会沟通情况、 延庆劳模事
迹、 儒林街道工会业务等宣传片
和工人歌曲”。“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大军，弘扬劳模精
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
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
气 ”“延庆区农民工入会集中行
动” 主题条幅格外耀眼。18块以
“个人加入工会好处”“企业组建

工会好处”“加入工会组织流程”
“区总工会和街道总工会简介”为
主题的展板和15块学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展板， 分列广场和步道两
侧。 北京工会12351手机APP、区
总工会微信公众号 、 职工健步
121APP以易拉宝的形式展现给
职工，供大家获取二维码。

会场还设置了会员服务专
区，由会员企业提供免费测血压、
血糖、健康咨询等义诊服务。在企
事业单位建会和会员招募区，员
工可以通过填写“会员登记表”现
场办理入会手续， 企业可以办理

建会意向手续。“入会咨询区”为
员工准备了 “欢迎加入工会大家
庭”“工会服务指南”“建会工作宣
传手册 ”“工会组建流程政策解
答”“工会组建知识宣传手册”“致
广大职工朋友的一封信” 等多种
宣传手册和折页， 并现场解答大
家的问题。

前来购物的人们有的驻足观
看展板，有的在咨询，有的填写入
会表格， 有的点击二维码上线享
受工会组织的服务……活动现场
共发放手册、折页等宣传品10000
余份、咨询1500余人次。

儒林街道总工会副主席路静
霞说：“十九大报告对工会工作提
出了新使命新要求， 我们要坚持
以职工为本， 把工会建设成党的
群众工作的坚强阵地， 密切与一
线职工的联系， 发挥好党和政府
联系广大职工的桥梁纽带作用。”
大地影院公司负责人赵洋表示：
“成立工会能凝聚人心，也是法律
的规定， 参加工会组织的技能比
赛，能提高职工的素质和本领，世
园冬奥的筹办举办和服务， 企业
应承担社会责任尽义务， 为延庆
的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中建二局土木公司路桥分公司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近
日， 海淀区总工会和区地税局共
同召开工会政策宣讲会。 区总工
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牛爱忠， 区
地税局副局长陈桂轮以及区内未
建会的35家百人以上高新技术企
业代表， 各税务所， 街道总工会
和海淀园工会参加宣讲会。

会上介绍了工会相关政策 、
企业成立工会的法律依据、 成立
工会对企业和职工的益处及组建

工会的程序。 海淀区地税局还讲
解了税务代收工作政策。 牛爱忠
介绍了海淀区总工会为一线职工
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并要求
各街镇总工会要帮助和指导企业
依法依规建立工会组织， 不断扩
大工会工作覆盖面， 为助推企业
和海淀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会后， 各街道总工会、 海淀
园工会与所属企业现场对接， 跟
进下一步工会组建工作。

海淀高新技术企业代表充电工会业务

住总金第公司邀专家开讲职业心态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韩菲） 上周， 住总集团北京金第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团总
支、 工会联合邀请 “中国执行力
十强讲师”、 人力资源专家田军，
讲授 “良好的职业心态”。

讲座中，田军以“认知”为主
线， 讲授了心态的认知和心态训
练课堂两大部分内容。 他首先联
系现实问题， 从认知端口的关键
作用切入主题， 对职场三种不良
心态进行逐项分析， 并提出调整
不良心态的路径方法。之后以“心

态坐标定律”为基础，按照“目标
训练”和“方法训练”两个维度，运
用“三彼得训练法”和“辩证法训
练法”进行现场心态训练。讲座以
知识讲解、 互动游戏和团队竞赛
的方式，巧妙运用相关案例，为大
家讲解了什么是职业心态、 如何
构建良好的职业心态及如何规避
不良的职业心态。

员工表示， 通过本次课程体
会到了良好职业心态的价值， 收
获了实用的心态调整方法， 受益
匪浅。

工工会会送送来来
健健康康““礼礼包包””

近日， 房山区拱辰街道
总工会组织辖区女职工到良
乡妇幼体检中心免费进行宫
颈癌、 乳腺癌筛查。 女职工
踊跃报名参加， 近百余人参
与筛查， 此次活动得到了广
大女职工的一致好评。

本报记者 闫长禄
通讯员 王玉 摄影报道

(上接第1版)
郑默杰强调， 一要结合

加强理论武装 ， 学习宣传
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原原本
本学， 全面系统学， 融会贯
通学， 带着感情学， 联系实
际学， 把学习成果转化成具
体的工作 思 路 、 措 施 和 办
法 ， 并用实际工作成效来
检 验 学 习 效 果 。 二要结合
提高政治站位， 学习宣传贯
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工会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要自觉
服从大局， 要引领职工跟党
走。 三要结合首都职工实际，
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大
精神 。 要深入 分 析 首 都 职
工队伍状况的变化和职工
对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的 变 化 ，
有效解决组织覆盖不平衡、
职能发挥不平衡、 基层发展
不充分 、 区域发展不平衡 、
方法手段不充分、 效果显现
不充分等问题。 四要结合工
会改革、 推进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两项重大改革， 学
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
神。 五要结合加强工会系统
全面从严治党， 学习宣传贯
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强化
工会干部的思想理论武装 ，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工会干
部队伍， 加强工会系统党组
织的规范化建设， 持之以恒
加强作风和纪律建设， 不断
健全完善经费资产管理的制
度体系。

郑默杰指出， 大家要带
着问题学， 结合工会改革和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结
合本部门、 本单位的工作实
际， 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思
考， 谋划好明年工作， 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首都工会事业中
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此次专题培训班共5天40
学时， 市总机关和所属事业
单位全体处级领导干部参加
专题培训。 培训班开班仪式
由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副
主席潘建新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