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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煤降氮方面 ， 今年700个

村煤改清洁能源的任务全面完
成。 为让居民可负担、 可持续地
使用， 对于 “煤改电”， 在原执
行市区补助0.2元电费政策基础
上， “煤改电” 政策执行时再延
长3小时。 对于 “煤改气”， 在执
行居民正常阶梯用气政策的第一
档用气限额上， 增加了1000立方
米气量。 全市完成1.33万蒸吨燃
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 ； 完成2.3
万余蒸吨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今年以来， 全市6557家 “散
乱污” 企业全部分类整治， 实施
“动态清零”； 完成退出一般制造
业和污染企业651家； 整治73个
镇村产业集聚区。 启动实施116
项环保技改项目任务； 完成153
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实现重点
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VOCs） 减
排3256吨。

机动车污染控制方面， 淘汰
老旧机动车44.7万辆 （全年任务
量30万辆）； 全市8000辆使用两
年以上三元催化器的出租车全部
更换了催化器 ； 全面供应 “京
六” 标准汽柴油， 普通柴油和车
用柴油实现并轨。

针对固定源， 今年以来， 市
区两级环保部门 ， 通过全时执
法、 精准执法等手段， 持续保持
高压执法态势。 1至11月全市固

定源共立案处罚4645起， 处罚金
额17503.83万元。 此外， 全市贯
彻落实新 《大气法》 立案处罚环
境违法行 为 870起 ， 处罚金 额
3937.74万元 。 全市贯彻执行新
《环保法》 查处重大环境违法案
件799起。

移动源方面 ， 1至11月 ， 全
市路检夜查、 入户和进京口检查
各类重型柴油车105.35万辆。 其
中 ， 环保 、 公安部门联合采取
“环保取证、 公安处罚” 模式执
法 ， 处罚12734辆 ； 环保部门入
户检查， 以及9月18日之前路检
处罚排放超标车辆17609辆 ； 环
保部门处罚重型柴油车排放超标
起数同比2016年增长283.9%。

市环保局表示， 下一步， 市
级各部门、 各区政府将切实落实
行业、 属地管理责任， 抓紧抓好
秋冬季攻坚任务实施， 强化压力
传导 ， 开展社会共治 ， 为打赢
“蓝天保卫战” 奠定基础， 推动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本报讯（记者 崔欣）12月6日，
怀柔区总工会来到北京福田戴姆
勒汽车有限公司， 为现场的农民
工发放普法宣传资料， 开展法律
咨询活动， 从而拉开了 “遵法守
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
律服务行动的序幕。

活动现场， 区总工会权益部
部长褚立香讲解了 《劳动法》《劳
动合同法》《工会法办法》 等与农
民工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
北京民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工
会工作人员也针对农民工提出的

在外务工涉及的法律问题做了细
心的解答。 农民工还参与了现场
答题活动， 区总工会为获奖职工
送上了纪念品。

据悉， 今后怀柔区总工会将
深入镇乡街道社区、工厂车间，通
过报告会、宣讲会、座谈访谈、促
膝谈心等形式， 系统全面地传播
法律知识， 深入浅出地解答农民
工的法律困惑。此外，区总工会还
将充分发挥网站、微博、微信公众
号等新媒体的传播优势， 搭建法
律宣传互动交流平台。

新闻【工会】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吉言│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马骏│２０17年 12月 8日·星期五04

本报讯 （通讯员 白彩芹 ）6
日，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市劳动
模范、 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获得
者陶建伟来到北京建工地产西安
公司为全体干部职工做了一场题
为《电梯医生的平安梦》的宣讲。

宣讲会上， 陶建伟跟大家分
享了他的成长经历。 陶建伟参加
工作23年来， 以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练就了“望、闻、问、切”技术
绝活，被用户称赞为“电梯医生”，
从一名普通的技校毕业生， 默默
无闻的学徒工， 成长为北京市优
秀共产党员、北京市劳动模范、全
国技术能手。

为珍惜与“电梯医生”的交流
机会，与会人员，尤其是物业公司
设备维护人员就电梯日常维护和

使用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和疑惑向
陶建伟寻求解惑，同时，陶建伟针
对如何判断电梯的安全性， 尤其
是公共场所的乘梯安全， 以及电
梯出现突发情况， 结合实例做了
生动的知识普及。当天，西安建邦
华庭项目参建单位、 建邦物业及
恒泰轩销售公司等单位负责人及
职工近50人聆听讲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强调：“创新群众工作体制
机制和方式方法，推动工会、共青
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
先进性、群众性。”全区各级工会
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自
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奋力推进海淀各
项事业不断发展。

全面学习、深刻领会，切实把
职工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九
大精神上来。面对新的形势任务，
更需要全区广大职工的全面参
与、积极支持，更需要各级工会组
织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全区各
级工会组织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重
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市、区
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准确把握工会工作的方式方法，
扎实推进工会改革创新。 各级工
会组织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上来，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围绕全区
重点工作任务，创造性开展工作，
努力把自己锤炼成职工群众依赖
的“娘家人”。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团结和动员全区职
工群众建设核心区，共筑中国梦。
要充分发挥劳模的示范带动作
用，激励全区职工以立足本职、爱
岗敬业的实际行动， 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争创一流业绩。 要在加
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
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劳动者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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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大
力激发广大职工的创新热情，动
员职工积极参与重大技术革新、
技术改造、项目攻关等活动，推动
经济技术创新成果高效率转化为
生产力， 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
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积极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的神圣职责， 努力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 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工会维权观，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以职工为本，把主动、依法、科
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为工会参
与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神圣职
责。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发
挥工会组织特有作用， 积极参与
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
制建设。结合海淀实际，大力推进
集体协商， 建立健全平等协商集
体合同制度， 积极落实企业民主
管理各项制度，促进厂务公开，规
范劳动用工行为。积极协助党委、
政府解决职工劳动就业、 工资收
入、社会保障、劳动安全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为党和政府分忧。把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之区作为工作主
线， 教育引导职工正确对待改革
中的利益关系调整， 弘扬法治精
神， 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和途径
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

巩固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
群众基础， 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
聚职工群众。按照“扩大覆盖面、
增强凝聚力” 的重要指示精神和
“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
针，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一步

提高工会组建和基层工会工作水
平。完善党工共建工作机制，以党
建带工建，以工建服务党建，实现
党工共建，共同发展。要坚持重视
基层、立足基层，切实加强基层工
会建设，努力增强基层工会活力。
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地为职工
服务，解决好职工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把
工会组织建设成为职工群众充分
信赖、充分依靠的“职工之家”。

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工作的
领导， 为新时代海淀工运事业的
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要贯彻落实
中央、市、区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
神， 不断完善党领导工会工作的
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 及时研究
解决工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全
区各部门、各街镇、各单位要积极
支持工会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 在研究制定涉及职工利益的
重大事项时， 充分听取和尊重工
会的意见和建议。 新闻媒体要积
极宣传全区各级工会组织围绕中
心、 服务大局的创造性实践， 进
一步扩大海淀工会的社会影响
力， 优化工会工作的社会环境，
为工运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舆

论支持。
明确海淀区新时代新使命 ，

加快构建中关村科学城现代化区
域创新体系和新型城市形态。海
淀区对于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定
位、 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战略
目标都有契合点、落脚点。我们要
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 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行动指南，落实蔡奇书记“四个聚
焦”的要求，努力在“减人、添秤、
服务”基础之上，推动大科技大文
化大创新大融合大繁荣大发展大
跨越， 加快构建中关村科学城现
代化区域创新体系和新型城市形
态，促进中关村科学城的“聚焦、
聚合、聚变”，使中关村科学城成
为首都“高精尖”发展的策源地、
主阵地和引领型、支柱型强区。

建工地产邀劳模陶建伟讲述“成长经历”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由中国
国防邮电工会、 中国国防邮电职
工技术协会主办的 “2017国防邮
电产业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展暨创
新成果洽谈会” 昨天在中华世纪
坛开幕。近百家企业参展，1000余
项创新成果在展会亮相。

展洽会设立大国工匠、 劳模
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职工创
新三个主题展区， 展区总面积超
过3000平方米。通过图文展板、实
物、视频、现场演示等形式展示职
工技术创新成果。 火箭发动机焊
工高凤林等工匠人才现场演示了
各自擅长的绝技绝活。 展览将持
续至12月9日，期间，国防邮电职
工技术协会官方网站、 微信公众

号将通过网络直播、VR技术等对
展会进行线上展览。

当天，来自全国总工会、中央
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国
防科技工业局的领导共同启动了
“国防邮电产业职工技术创新成
果交易中心”平台。该平台集成职
工创新成果数据库和专家数据
库，具备成果展示评估、需求分析
对接、项目洽谈竞价、交易融资孵
化等功能， 能使职工创新成果更
好更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
动企业创优创效、转型升级。展洽
会期间还将举办首届国防邮电产
业职工技术创新成果颁奖仪式、
“职工技术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
建设”主题论坛等活动。对于在线

上平台和展洽会现场达成转让推
广合作意向的创新成果， 将举行
签约仪式。展会结束后，线上展洽
将长期延续， 通过网络展示工匠
人才精湛技艺， 开展在线技能培
训和练兵考试， 实现导师带徒和
在线问答等， 打造国防邮电产业
“互联网+”职工技能提升平台。

《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方案》自4月实施以来，中国
国防邮电工会积极打造本行业知
识型、 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
军，目前已在内蒙古一机集团、西
飞技师学院建设两家 “新时代工
匠学院”。 创建各类创新工作室
800余家，以深入开展群众性技术
创新活动。

千余项职工创新成果亮相中华世纪坛
2017国防邮电产业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展洽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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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淀区委书记 于军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通讯
员 盛斌） 近日，300余名工作在一
线工地的农民工成为了中铁四局
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工会的新会员， 与其他会员一样
获得了“劳动竞赛”评比、年底评
优评先的资格和权利。

会上，来自分公司6个施工队
的农民工代表学习了《工会法》和
《中国工会章程》， 明确工会工作
的基本内容和工会会员的基本权

益， 并以投票形式选举了工会工
作小组长。

北京分公司工会主席汪洋表
示， 分公司工会一直贯彻落实中
铁四局工会提出的 “三不让”原
则， 即不让一名职工家庭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 不让一名职工子女
上不起学， 不让一名职工看不起
病。 农民工队伍作为一线施工人
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权利、也有
必要加入工会， 与其他会员享受

相同的权利。
据了解， 今后分公司工会将

进一步开展好中铁四局提出的农
民工“共铸诚信、共创和谐、共同
发展”主题教育活动，落实“同生
活、同学习、同劳动、同报酬、同管
理”的管理方法，同时大力开展技
能培训， 把农民工纳入 “劳动竞
赛”评比、年底评优评先等活动，
让农民工老有所依、 老有所得、
老有所乐。

中铁四局电气化公司北分公司为农民工建家

怀柔区总启动农民工法律服务行动
将深入镇乡街道社区、工厂车间解答农民工法律困惑

把工会建成职工群众信赖、依靠的“职工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