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建十六公司送“法”进施工一线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雷蕾 易思翀） 在“国家宪法日”来
临之际， 北京城建十六公司开展
了“法制宣传月”系列活动。此次
活动截至12月8日，以“加强风险
防控，依法合规经营”为主题，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
传国家基本法律， 以及与公司主
业相关的法律法规。

活动中， 城建十六公司通过

循环播放法治宣传片及张贴相关
宣传海报的形式， 提高法治宣传
教育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同时，
公司法务部成员深入各工程项目
经理部， 在施工现场向工人兄弟
讲解宪法知识 ， 发放宪法宣传
品， 宣传十九大精神， 并针对工
人兄弟最关心的施工过程中涉及
到的法律法规进行讲解， 受到工
人兄弟的欢迎。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丰台
区总工会在“国家宪法日”前后，
利用微信平台开展法律知识有奖
竞答活动。 竞答活动将连续举行
三期，从11月30日，12月4日，12月
8日起，每期4天，每天答题时间为
9:00-20:00。届时，丰台区持工会
会员互助服务卡的职工会员可以
关注“北京市丰台区总工会”微信
公众号参与答题， 并有机会获得
味多美蛋糕电子兑换码。

据了解， 本次线上法律竞答
活动是为了贯彻落实工会法治教
育七五规划， 做好全区工会系统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竞答题型包
含四大类题型，内容包括《宪法》、
《民法》、《行政法》 等法律体系 ，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等涉及
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工
会法》、北京市实施《工会法》办法
等法律法规，《安全生产法》、《工
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等。

丰台工会会员竞答法律知识可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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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傅晓茹 ） 11月30日 、 12月1日 ，
十九大党代表、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兼职副主席 、 全国道德模范 、
“当代雷锋” 郭明义走进中建二
局上海分公司， 看望并慰问农民
工及其子女。

11月30日， 郭明义随中建二
局郭明义爱心团队华东分队志愿
者前往浦东民办鲁冰花小学一同
参加国旗下的演讲系列活动，通
过参观学校阅览室、多媒体教室，
了解学校的办学情况以及师生在
校生活情况，并结合十九大精神，

为全校师生量身打造了一堂以
“诚信”为主题的少先队队会。

郭明义对学校的办学环境以
及学生们的综合素质表示认可，
对中建二局多年来的无私援助和
积极帮扶表示赞赏。 在 “童心筑
梦 益路同行 ” 志愿联建美术公
开课上 ， 郭明义亲笔为 “小候
鸟” 们创作的绘画作品签名， 并
表示要与孩子们一道认真学习、
坚守初心。

12月1日，在南京丁家庄保障
房项目， 郭明义与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苏宪新及一线工人亲

切交谈， 并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带
到基层、 带到工地、 带到工友身
边。 在南京丁家庄保障房待交付
地块， 郭明义先后参观了南京丁
家庄保障房工艺展示区、 精装保
障房， 实地感受一应俱全的厨卫
设施、铺设完好的集成地板、整齐
光洁的内墙壁板， 详细了解预制
装配式施工技术的安全性能、抗
震指数和绿色生产。

在与职工群众的座谈中 ，郭
明义结合自身实例， 以讲故事和
拉家常的方式， 与一线工人交流
党的十九大精神。

海淀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区教育督导室联合举办师德论坛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传
承杜丽丽精神 ， 弘扬新时代师
魂” 师德论坛暨纪念杜丽丽烈士
牺牲20周年活动昨天在海淀区第
四实验小学举行。 据悉， 杜丽丽
精神已成为海淀区师德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

杜丽丽生前是海淀区第四实
验小学（原红旗村小学）的音乐教
师。1997年5月19日， 她像往常一
样护送几位晚走的学生来到318
路公交车站等车， 突然一辆失控
的拖板车向候车亭撞过来， 千钧
一发之际， 她迅速推开身边两名
吓呆的女生，自己因躲闪不及，当

场壮烈牺牲，年仅21岁，7月3日被
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海淀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
教育督导室主任乔键致辞时表
示，2017年正值杜丽丽烈士牺牲
20周年，以论坛的形式追忆她，让
烈士精神一路传承， 打造一流的
教师队伍，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让
“乐业、爱生、求知、善良”的烈士
精神在新时期师德建设中迸发出
强大的生命力。

海淀区第四实验小学校长张
秋敏发布学校师德建设报告，介
绍了20年来学校引导老师争做
“杜丽丽式好教师”、争创“杜丽丽

式教研组”、整理编辑杜丽丽画册
和绘本、 打造师德教育基地等师
德建设工作， 传承发扬杜丽丽的
师德品质和职业态度。�

海淀区教工委书记尹丽君指
出， 在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之际， 海淀区委教育工委、 区教
委、 区教育督导室联合举办此次
论坛， 契合了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的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培养高素
质教师队伍的要求。 海淀区全体
教师在新形势下， 沿着杜丽丽老
师的足迹，做有理念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
“四有”教师。

顺义区总启动农民工法律服务行动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12

月4日， 顺义区总工会联合区住
建委和区司法局走进顺建工程有
限公司， 为现场的农民工发放普
法宣传资料、 赠送温暖包， 正式
拉开了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 ”
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的
序幕。

活动开始， 法律援助工作者
们走进施工现场， 为近百名农民
工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
务。 随后，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车
克 欣 就 “农 民 工 工 资 待 遇 ” 、
“安全生产保障” 等内容听取了

企业负责人的汇报， 并就农民工
权益维护等问题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工会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中发挥积极作用。

据悉， 此次活动是顺义区总
工会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 服
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的第
一站。 当天， 除了走进顺建工程
有限公司为农民工发放普法宣传
材料， 区总工会还同时在仁和镇
开展了法律宣讲活动， 采取多种
形式丰富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类
别， 切实做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
益工作。

防防寒寒慰慰问问品品
暖暖了了职职工工心心

“保温饭盒、 电热宝、 棉手套……” 连日来， 房山区窦店镇总工
会主席杜福山率队将一件件防寒保暖慰问品送到了辖区各企事业单位
职工手里， 为职工送去 “娘家人” 的温暖。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平谷30余名工会专职社工学茶艺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总工会组织30余名工会专
职社会工作者开展了茶道茶艺培
训活动。

此次培训活动旨在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特邀国家级茶艺技师陈志瑜老师
为大家授课 。 陈老师从饮茶历
史、 中国六大茶类、 饮茶流程等
方面给大家介绍了茶文化， 并现
场解答学员在平时喝茶时遇到的
一些困惑和问题。 培训现场伴随
着悠扬的韵律， 陈老师利用3个

小时对品茗、 闻香、 静享茶文化
都一一做了现场演示教学， 并鼓
励指导大家现场操作。

郭明义走进志愿服务基地看望农民工

“杜丽丽精神”融入海淀师德建设

学学习习贯贯彻彻十十九九大大精精神神
推动工会工作改革创新

完善服务体系 提升服务职工能力和水平
———访昌平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郭自成

连日来， 党的十九大精神在
全市各地各部门干部群众中引起
了强烈反响。近日，昌平区总工会
主席郭自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
图， 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
的前进方向，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 以实
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在切实维护职工权益方面，
昌平坚定不移地把‘四必谈’纳入
协商工作重点。”郭自成说。

十九大召开后， 按照昌平区

委和市总工会的安排部署， 昌平
区总工会第一时间召开机关全体
党员大会和离退休老同志座谈
会，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11
月6日，组织开展了全区工会干部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班，全
区各级工会干部以强烈的政治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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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 特邀十
九大党代表、全国劳模、北京市昌
平区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未
成年人案件检察部主任彭燕作专
题报告，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

郭自成说， 区总工会还将进
一步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通
过学原文、听讲座、联实际、谈体
会等方式， 让工会干部深入理解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掌
握党章新内容，做到学习党章、遵
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奋努力。

郭自成说，学习、宣传、贯彻
十九大精神的同时， 区总工会将
把精神落到实处， 切实完善职工
服务体系， 提升服务职工能力和

水平。按照市总工会的文件精神，
今年以来， 昌平区总工会一直把
“职工福利费及教育经费使用、职
工劳动保护标准、 高技能人才待
遇、职工带薪休假”四项内容，作
为2017年集体协商的必谈内容加
以落实。其中，针对高级技师、“北
京大工匠” 和技能竞赛获奖者等
群体， 积极探索专项协商的针对
性，最大程度地增强职工获得感。
同时， 将职工福利、 教育经费使
用、劳动保护、高技能人才待遇、
带薪休假等集体协商工作， 以固
定形式列入范本， 以此推动此项
工作的开展。

“通过选树典型、 劳模评选、
培养工匠、鼓励创新、权益维护、
困难职工帮扶等多种方式提高职
工思想素质和技术水平， 为完成
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做出贡
献。” 郭自成表示。

本报记者 周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