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曹海英 通讯
员 王娜 ） 北京建工装饰公司工
会 “拥抱绿色 悦享生活” DIY多
肉盆栽活动上周举行， 来自公司
机关部室和各项目部近60余人一
起分享了这一轻松时刻。

课堂上， 来自园艺基地的老
师为大家科普了多肉植物的品
种， 还就浇水、 日照、 病虫害防

治等生活中常见的问题作了讲
解。 在老师的指导下， 职工们化
身为小花匠， 将不同种类的多肉
植物混搭在一起， 填土、 配色、
摆放造型， 创造属于自己的绿色
花园。

职工小张说： “这个活动太
有创意了， 自己动手做盆景， 比
单纯从市场上买回来更有意义。”

建工装饰职工动手建“绿色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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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与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合同同时签订

本市民办幼儿园首签集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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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一局房地产公司员工赛岗位技能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1月5
日， 北京市民办幼儿园集体协商
会议召开。 首次签订北京市民办
幼儿园集体合同，工资、女职工权
益保护两个专项合同也一并签订
生效， 民办幼儿园教职工的合法
权益有了保障。

目前， 北京市已注册的民办
幼儿园239家。市教育工会通过对
民办幼儿园教师现状的调查发
现， 民办幼儿园教师大多为外来
务工人员，普遍存在流动性较大、
职业能力较弱等问题。 这些问题
既制约着民办幼儿园的发展，同
时也成为学前教育的重大隐患。

去年10月， 北京市民办幼儿
园集体协商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随后在全市17个区范围内召开了

工作推进会，布置下发《关于开展
民办幼儿园集体协商工作的通
知》《民办幼儿园集体协商工作方
案》《民办幼儿园集体协商代表名
额分配及产生办法》以及《民办幼
儿园集体协商职工问卷调查》。

调查发现， 民办幼儿园教职
工普遍对工资标准、 岗位工资及
职工福利、 女职工劳动保护等情
况反映较为集中，同时，关注较多
的还有职工子女中高考期间是否
能有带薪陪同假， 是否能享受与
公立学校同等的带薪休假， 在女
职工较多的学校是否设立 “母婴
关爱室”等问题。

对此， 市民办幼儿园集体协
商工作领导小组围绕寻找劳资双
方利益平衡点、 结合实际情况确

定了协商的重点内容 。《集体合
同》 包括民办幼儿园教职工的劳
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
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业技能
培训等事项， 劳资双方集体协商
代表进行平等协商后， 最终达成
一致，签订合同，维护了民办幼儿
园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此外，同时签订的《2018年北
京市民办幼儿园工资专项集体合
同》 中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和岗
位最低工资标准。 对于大家比较
关心的教职工子女中高考期间的
陪考假也有明确规定，为2至3天。

在 《2018年北京市民办幼儿
园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
同》中，除了有关女职工特殊权益
保护方面的规定， 合同中还规定

了哺乳期女职工较多的幼儿园，
应建立“母婴关爱室”，以及民办

幼儿园每年应对女职工进行一次
健康体检。 孙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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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超）平谷区
总工会已完成困难职工调查摸
底，“两节” 送温暖活动将对困
难职工全覆盖。

据介绍， 平谷区总工会为
确保困难职工精准帮扶， 高效
救助， 推出 “严格标准规范程
序”、“逐一核实确保准确”、“健
全档案动态管理” 三举措进行
困难职工摸底调查。 区总工会
严格按照困难职工的认定标准

与申报程序， 科学核算困难职
工家庭收入情况，通过申请、核
实 、公示 、审批 、建档五个步骤
进行困难职工摸底工作。 并对
已上报困难职工的家庭户籍人
口、 家庭收入与已享受的救助
情况、 家庭致困原因等相关情
况进行再审查， 确保信息准确
无误，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同时， 工会干部通过分片
包干、入户走访、企业实地调查

等方式，切实摸清困难职工的生
产、生活状况，帮助和指导困难
职工完成申报工作，对符合条件
的332名困难职工建立了困难职
工管理电子档案，并全部录入工
会帮扶管理系统。

目前，区总工会组织各乡镇
（街道）、系统工会对辖区内的困
难职工摸底调查工作已全部完
成，2018年1月份“两节”送温暖
活动将全面启动。

平谷区总“两节”送温暖覆盖困难职工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张宇玲） 中建一局房地产公司专
业知识技能竞赛近日拉开帷幕，
来自总部及在京项目公司的90多
名员工在主考场参加笔试， 同时
镇江、 无锡、 盐城项目公司设置
了分考场， 共计70多人参赛。

据了解， 房地产公司13个业
务系统全部开展了专业知识技能
竞赛活动， 各业务线自身完成了
培训教材 、 考试题库的制定工
作， 并根据2017年度专业知识技
能竞赛启动会的部署计划， 开展
了各业务系统内的培训工作。 此
次竞赛采取集中考试、 闭卷答题
的形式， 一共设置了四个考场，

除总部主考场外， 在各项目公司
分别设置了分考场， 方便了在外
埠单位工作的员工。

为了保证此次竞赛的公平 、
公正、 从严， 竞赛试卷由各业务
线负责人编辑制定， 经人力资源
部审核编辑后， 制订成册并提前
密封， 在竞赛当天由监考人员开
封、 发放。 每个业务线的竞赛试
卷分别备有A、 B两套 ， 随机抽
取一套作为正式用卷。

此次专业知识技能竞赛是中
建一局房地产公司开展的第一次
全员参与的岗位技能知识比赛，
由公司人力资源部统一牵头组
织，各业务部门具体配合、协作。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1月3
日， 延庆区总工会召开2018年基
层工会服务站工作部署会， 各基
层工会服务站主席参加会议。

区总工会副主席刘少强说 ，
全区各基层工会服务站在新的一
年里， 要重点做好专岗专职、 明
确职责、 假日值守、 错时服务、
职工项目等工会服务站工作， 强
调主责主业， 坚决杜绝 “在和不
在一个样， 来与不来一个样， 干
与不干一个样” 的敷衍现象， 要
严格管理 ， 细化到事 ， 量化到

人， 根据新时期的工会工作新要
求 ， 要有新突破和新变化 ， 在
2018年全面提升基层工会服务站
的工作水平， 更加紧密的联系职
工， 更加精准的服务职工。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为
丰富职工两节期间的文化生
活 ， 5日起 ， 密云区总工会启
动 “迎新春服务活动 ”， 全区
持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职工
可通过12351职工服务网或北
京工会12351手机APP， 抢票享
受免费理发、 免费洗车， 共计
4000人次服务。

据了解， 活动预订时间为
2018年1月5日下午17点至2018
年1月12日下午17点， 通过网上
预订成功后， 持工会会员互助
服务卡的职工可在2018年1月13
日到2018年3月25日期间到指定
地点享受免费服务。 4000人次
服务项目包括1600人次免费理
发和2400人次免费洗车， 且每

项服务均有两到三个制定单位
可选择。

工作人员提醒， 每人每卡
只能参加一次免费理发或洗车
服务。 预订成功的工会会员仅
需到指定地点刷卡享受免费服
务， 不用来区总工会职工服务
中心领取名额。

密云4000职工可享免费理发和洗车
持工会卡登陆12351即可预订

延庆基层工会服务站将加大精准服务

(上接第1版)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安排部

署 ， 市规划国土委会同市相关
部门 ， 通过多措并举 、 强化联
动 ， 促进土地供应计划按时完
成 。 一是研究精简审批流程 、
下放审批权限 ， 并多次组织各
相关部门对项目进行提前审核，
推进项目审批事项并联 、 快速
开展 。 二是印发 《关于建立集
体租赁住房项目快速审批通道
有关工作的通知 》 （市规划国
土发 〔2017〕 330号）， 进一步优
化规划调整 、 项目钉桩 、 用地
预审 、 勘测定界 、 权属审查等
办理程序 。 三是建立 “专题调
度 、 随时沟通 、 倒排工期 、 专
人跟进 ” 的工作机制 ， 建立项
目进度监测系统 ， 及时协调推
进项目进度。

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
房 ， 是本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的重要内容 ， 集体土地供应计
划也是首次纳入我市年度土地
供应计划 ， 完善用地政策等相
关配套制度 ， 是我市完成集体
租赁住房用地供应任务的前提
和基础。

经市政府批准 ， 市规划国
土委联合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
按照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 《关于印发 〈利用集体建设
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 〉
的通知 》 （国土资发 〔 2017〕
100号） 和 《关于在人口净流入
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的通知 》 （建房 〔 2017〕
153号） 要求， 印发了 《关于进
一步加强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
赁住房工作的有关意见 》 （市
规划国土发 〔2017〕 376号）， 在
项目选址 、 户型设计 、 居住配
套 、 租金与租期 、 不动产权管
理、 租赁运营等方面进行规范，

鼓励引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
支持， 同时明确集体租赁住房只
租不售， 坚决杜绝变相开发建设
小产权房。

记者了解到， 2018年集体租
赁住房用地供应将继续贯彻落实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两次
视察北京的讲话精神， 以落实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为契机， 紧密结
合 “一核一主一副、 两轴多点一
区” 的城市空间布局， 按照 “减
量瘦身”、 “疏解、 整治、 促提
升” 等要求， 坚持 “毗邻产业园
区、 交通枢纽和新城” 原则， 筛
选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周
边配套相对完善的项目地块， 建
设和谐宜居、 环境舒适的集体租
赁住房， 在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长期稳定收益的同时， 促进区
域职住平衡， 实现人民群众住有
所居， 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
宜居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