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汽集团职工摄影培训增加现场实操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北汽集团各企业近70名工会宣传
干部和摄影爱好者来到北京奔驰
公司， 由此拉开 “北汽集团职工
摄影协会外拍活动暨2017年工会
宣传干部培训班” 序幕。

据了解， 北汽集团职工摄影
协会由北京奔驰承办， 本次培训
也是北汽集团职工摄影协会与北
京奔驰摄影协会联合举办的一次
北汽摄影爱好者的聚会。 本次培
训特意设计了现场实操环节， 参
训学员以展车 、 车模为拍摄主
体， 进行了现场摄影训练， 并针
对现场摄影作品进行讲评并评选
优秀作品。 在培训中， 老师结合

自身摄影经历， 与参训学员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

实际操作与理论研讨的结
合， 相机与整车产品的结合， 都
为参训学员带来了全新的学习体
验， 不管是外拍活动， 还是理论
授课， 学员们表示受益匪浅。

据了解，长期以来，作为集团
工会文体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汽集团职工摄影协会承担了集
团多次大型活动的拍摄任务，留
下了数万张的图片资料。 下一阶
段， 北汽集团工会将加大对职工
摄影协会的常态化工作建设力
度， 力争通过职工的相机留下北
汽发展每一个最宝贵的瞬间。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由石景山区总工会牵头的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座谈会暨劳动关系三
方五家扩大会召开， 就帮助企业
协调解决相关矛盾、 切实维护好
职工合法权益进行研讨。

据悉，丽贝亚、物美集团、京
汉置业等10多家企业负责人出席
会议， 针对职工安全生产宣传教
育、 日常安全巡查力度等安全生
产工作进行了介绍。 石景山区副
区长陈婷婷表示，“企业家对于安
全生产要有清醒的认识， 要依法
依规有序把安全生产落实到各经
营环节，要算好政治账、经济账、
道德账、生命账，坚决不要带血的
利益。”同时，企业负责人就改进

工作， 共同构筑牢固的安全防线
进行了讨论， 认为只有坚持生命
至上的安全理念， 切实维护好职
工权益，引导职工从“要我安全”
向“我要安全”转变。

“区总工会将认真落实区委、
市总工作精神， 维护好职工合法
权益。”石景山区总工会常务副主
席蒋志谋表示，“生命安全是最大
的权益。 做好企业的安全生产就
是保护好企业劳资双方权益。同
时， 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年底，各企业要按照合同
如期合法把劳动者和其他权益落
实到位。工会将积极发挥作用，配
合人保局等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发现隐患限期整改， 依法办事。”

石景山企业负责人研讨职工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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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房山区燕山地区总工会举办
了燕山地区工会干部培训班，来
自各基层工会组织近150名干部
参加培训。

培训班上， 燕山工委副书记
张志友为全体人员作了题为 《聚
焦党的十九大》的主题宣讲，并就
地区各级工会组织如何围绕十九
大精神开展工会工作作了部署；

中国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市
工会干部学院工会理论研究所等
领导，分别就互助保障计划、工会
经费使用、 换届选举和民主管理
等内容为基层工会干部进行授
课， 为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 本次培训
内容加深了基层工会干部对工会
工作的理解， 增强了大家做好工
会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本 报 讯 （ 记 者 刘 欣 欣 ）
“我们安监人和铁路人虽然担负
不同的工作任务， 但坚持的都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践行
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工作
目的都是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近日， 北京市
安监局宣教中心负责人在局党组
书记、 局长张树森的带领下来到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丰
台车辆段， 进行党务共建交流。

当天， 双方交流各自的党建
工作情况和特色亮点工作外， 还
围绕 “赞颂新成就 、 宣传十九

大” 进行了表演和才艺展示。 市
安监局宣教中心主任、 党支部书
记时会佳说， 希望通过此次党务
共建， 了解我国铁路建设成就，
加深对十八大以来 “砥砺奋进的
五年” 感性认识， 通过双方座谈
交流， 学习借鉴党建经验， 积极
推进 “一进二贴三合” 的党务承
诺目标。

此外， 通过对丰台车辆段企
业党建经验、 安全文化和一线岗
位员工典型事迹的深度挖掘， 强
化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意识和全员
提升安全生产的认知自觉， 使党

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 提
升企业全面建设水平。

“党的十九大对党建工作提
出了新要求， 如何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提高党建质
量 ， 是需要我们认识探究的方
向。” 张树森表示， 希望宣教中
心和丰台车辆段进一步探索党建
与业务相融相交的好方法， 研究
政府部门与企业合作共建的好途
径， 谋划政企党务共建与安全生
产共宣的好措施 ， 达到携手共
进， 共同提高的目的。

安监局联手丰台车辆段开展党务共建

东城工人文化宫与首批16家基层单位签订服务协议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文化服
务不再泛泛而行， 而是根据不同
单位不同职工的需求，精准对接，
使职工享受到更加直接的文化培
训。12月1日， 东城区工人文化宫
以“您的需求，我的资源”为目标，
同首批16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签
订了项目服务协议， 为这些单位
的职工提供精准化服务。

据东城区工人文化宫主任李
梅介绍， 此次签约的16家单位包
括机关事业单位、非公企业、街道
社区，将服务职工1万人次。文化
宫将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文化兴趣
班培训、体质测试与心理服务、文
化场地等服务。 此次与基层单位
签约时间为三年， 期间将根据职

工需求不断调整服务内容。今后，
东城工人文化宫还将与更多单位

达成服务协议， 使这种方式常态
化、长效化。

据了解 ， 东城工人文化宫
2014年软硬件升级后， 以 “我的
资源， 您的需求” 为结合点， 充
分利用兴趣班、 免费文化场地 ，
以及体能测试 、 心理咨询、 送
教上门等文化宫资源， 结合基层
单位需求， 通过多种方式为职工
提供服务。

东城区总工会对所属工人文
化宫加大了资金投入， 使工人文
化宫服务能力和水平得到显著提
升。 文化宫自2014年开始举办职
工兴趣班， 已有4000余名职工会
员参加免费的书画、诗词、民族舞
等十多个项目的培训学习。

2015年， 文化宫又建立了职
工体能测试及心理体验中心，为

3000多名干部职工进行体能测试
和心理咨询体验， 培训心理辅导
小教员100余人。

未来， 东城工人文化宫将整
合市、 区总工会和社会组织的资
源， 把更多更好的服务引入文化
宫，发挥文化宫育人作用，为全区
职工会员提供更先进、 更专业、
更精准的服务。 于佳 摄

燕山基层工会干部聆听十九大宣讲

职职工工有有了了舒舒心心工工作作的的好好环环境境
今年，航天科工二院203所大幅度改善了电装车间生产环境，生产

线面积扩大到400平方米，工位增加到38个，均增长了一倍。同时通过更
新换气系统、调整工位设置、设计照明系统及温湿度控制系统、设立检
验区等一系列措施，改善了生产环境，加强了过程控制，也让职工能够
专心致志工作，提高了生产效率。 通讯员 吴巍 摄影报道

根据需求为职工提供精准文化培训

本报讯 （记者 邱勇） 昨天，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
“幸福之家”建设推进会在交通工
程分公司北京地铁17号线16标项
目部举行， 会上颁发了中铁六局
项目部“幸福之家”建设示范点牌
匾。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各
子分公司工会主席70余人参加此
次推进会。

推进会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导， 回顾总结了中铁六局项目
部“幸福之家”建设情况，命名表
彰项目部 “幸福之家” 建设示范
点， 动员各级组织进一步深化项
目部“幸福之家”建设。参会人员
现场观摩了项目部的施工现场、
农民工生活区、项目驻地等。

中铁六局工会主席黄新宇介
绍，北京地铁17号线16标项目部，
有效开展“幸福之家十个一工程”
创建活动，弘扬“以项目为家庭，
视职工为亲人”的理念，打造“温

馨、平安、和谐”的“幸福之家”，进
一步规范项目工会工作， 完善软
硬件设施提升职工幸福指数。

中铁六局交通分公司工会主
席陈淑娟介绍，经过探索与提炼，
项目的工会工作总结出“一目标、

四原则、四规范、五必有、七上墙”
的“14457”工作法，打造项目部幸
福“家文化”，把项目部建设成“企
业文化认同、工作环境舒心、身心
健康愉悦、文体活动丰富、品牌效
益共享”的幸福家园。 邱勇 摄

中铁六局项目部打造幸福“家文化”
弘扬“以项目为家庭，视职工为亲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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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