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工会会请请医医师师为为职职工工讲讲健健康康
近日， 昊海公司工会请来医师， 为公司全体职工进行现场咨询，

职工可详细了解一些常见病的防治， 同时聆听医师对体检报告进行解
读。 活动中， 共计30余名职工带着问题而来， 载着满意而归。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本报讯（记者 边磊） 昨天，由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组织的全市树
木修剪技能竞赛平原绿化修剪组
决赛在房山区长阳镇举行。 来自
全市园林绿化行业的210名生态
林修剪技术能手在稻田村平原造
林地块内大显身手， 角逐 “金剪
子”绿色工匠荣誉称号。

此次参加竞赛的技术能手来
自全市16个区和5个园林单位的
21支代表队， 都是从各区树木修
剪技能竞赛初赛中脱颖而出的技
术尖子。比赛现场，选手们要在60
分钟内完成对一棵国槐和一棵榆

树的修剪工作。别看树苗不高，但
是如何通过科学修剪， 让树苗长
成大树，可是门学问。

记者在现场看到， 选手认真
观察树形、构思修建方案后，攀上
梯子，拿起专业剪刀或油锯，在枝
条底部短截，在枝条分生处疏剪，
把有碍树形、 分散树体养分的多
余枝条除孽。而树下，由10名林木
修剪技术专家 、 5名竞赛组委会
成员代表、5名行业职工代表组成
的裁判组， 全程目不转睛地盯着
每个选手的操作细节， 公开公正
的计时打分。

据介绍， 随着新一轮百万亩
造林绿化建设的启动， 首都园林
绿化建设将贯彻高质量发展理
念。 不但要建设大尺度森林、 构
建完整的生态系统， 在后期的养
护管理上， 也要通过科学修剪、
病虫害防治等措施， 保证树木的
健康生长 ， 营造良好的生态景
观。 此次树木修剪技能竞赛， 也
根据平原绿化和城市园林的不同
特点， 分成平原绿化组和城市绿
化组。 平原绿化组要求选手们通
过科学修剪保证苗木的茁壮成
长， 而城市绿化组则更侧重园林

景观的塑造。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工会主席

侯雅琴告诉记者， 本次比赛将评
选出20名 “金剪子 ”，这些 “金剪
子”回到各自岗位后，将成为播撒
在园林绿化系统中的 “金种子”，
发挥技能优势，带动身边的同事，
为首都园林绿化建设贡献更大的
力量。

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士武
介绍，过去五年，全市新增造林绿
化面积140万亩，绿色生态空间显
著扩大，城乡生态环境明显提升。
未来， 首都园林绿化建设既要增

加城市绿量，更要提升绿化品质，
这里面人才是关键！ 今后要全力
打造北京园林绿化行业高素质技
能人才方阵， 努力培育 “绿色精
英”、“绿色导师”、“绿色工匠”。

市总工会副主席韩世春高度
评价园林绿化局职工队伍建设工
作，他说，北京市能在打好“三大
攻坚战” 推进污染防治方面取得
显著成效，首都园林人功不可没，
要不断深化群众性劳动竞赛，促
进职工技能提升， 要建立激励机
制、铺设成长通道，在全社会掀起
弘扬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高潮。

本报讯（记者 马超） 9日 ，延
庆 区 总 工 会 召 开 一 季 度 基 层
工会服务站检查情况通报会。

会上， 延庆区总工会副主席
刘少强为沈家营镇、八达岭镇、康
庄 镇 授 予 了 工 会 服 务 站 优 秀
单位的流动红旗， 并对各基层工
会服务站的工作成绩予以肯定。

刘少强表示， 工会工作改革
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时间紧、任务
重， 目前各服务站工作逐步规范，
服务职工的意识逐步提高， 并均
已配备副站长 。 本次会议既是
工作通报 ， 又是相互学习 。各
服 务 站 要 根 据 自 身 实际情况 ，
将工会的各项工作做到实处。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工余
闲暇， 同事们一起读书、 相互荐
书、 分享感悟……昨天， 记者从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获悉， 今
年， 素质工程将面向全市， 资助
100场职工读书沙龙， 让这惬意
的画面由想象变成现实。

素质工程相关负责人表示 ，
为进一步丰富首都职工的精神文
化生活， 助推形成首都职工群体
“阅读－学习－交流－分享－收获”
的习惯， 促进首都职工综合素质
的提升， 素质工程2018年面向全
市开展 “职工读书沙龙” 项目，
并继续开展职工读书征文活动。

素质工程将通过项目资助 ，
支持各单位定期举办读书沙龙，
设立职工 “读书导师”， 带领职
工多读书 、 读好书 。 记者了解
到， 读书沙龙即由25名以上职工
集中组织开展的小型读书分享
会， 职工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
由 “读书导师 ” 带领 ， 一起读
书 、 荐书 、 分享感悟 、 共同提
高。 读书沙龙的阅读分享成果报
送素质工程， 可以参与读书征文
活动。

据悉， 单位报名并通过审核
后， 可依照项目管理规定自行组
织读书沙龙， 举办场地可自选，

也可申请素质工程场地支持。 每
场读书沙龙的主题不限， 可围绕
单位或企业文化建设、 职工个人
发展及职工职业生涯等进行设
定。 有意愿参与活动的单位可登
陆 “北京市总工会网站” 查看具
体报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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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名园林技术能手角逐“金剪子”

素质工程今年将资助百场读书沙龙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昨天上
午， 丰台区卢沟桥地区总工会举
行了“流动书屋”启动仪式。当天，
卢沟桥乡西局社区、 万丰小吃有
限公司、 志欣大连海鲜有限公司
等5家企业，成为了“流动书屋”建
设工程进机关、进企业、进工地、
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的首
批挂牌、授书示范点。

记者走进餐饮企业大连志欣
工会新建“流动书屋”看到，为了
方便职工业余时间阅读， 书屋设
在了职工宿舍，室内200余册各类
图书供职工阅读。 该企业职工于
柏娟说：“我们饭店董事长穆慧妍
经常自己购买图书阅读， 在她的
影响下，我们职工圈里‘团购一本
书，一人讲一课’的读书活动也跟
着火了一把，多读书、读好书本来
就是锻炼我们成长。”

卢沟桥地区总工会主席苟光
茂介绍， 地区总工会这两年已经

先后筹资近20万元， 指导非公楼
宇企业工会筹建起了多个 “职工
书屋”，每次选购图书时我们都先
征求企业和职工意愿， 然后再根
据企业和职工需求采购图书。这
次“流动书屋”进机关、进企业、进
工地、进社区、进家庭的“五进”活
动正式启动， 主要是整合党建和
群团组织的资源， 把网络电子职
工书屋的200张“阅读卡”和实体
职工书屋、 图书馆更新的近5000
册图书用好 、用活 、用实 ，在 “流
动”上下功夫。

此次“流动”图书的范围有两
种方式：一个是固定流动的站点，
比如在非公楼宇、 规模性行业企
业设置固定借阅点； 另一个就是
临时借阅流动站点， 主要集中在
暑期进社区，工闲时进在施工地，
把图书带过去，让他们挑，挑完以
后再把剩下的书拿回来。 大概过
上一至两个多月， 带上新的图书

过去更换。有些社区比较好，本身
就建有职工书屋和图书馆， 比如
西局社区，一到放假，孩子们常去
村图书馆看书， 这时馆内藏书就
显得不够了。因此，到假期“流动
书屋”就会填补不足，充分满足孩
子们看书需求。

据了解， 卢沟桥地区总工会
通过 “流动书屋 ” “移动图书
馆 ” 等载体 ， 借助 “党建服务
站” “工会服务站” “社区青年
汇” “妇字号基地”“社会志愿者服
务站”等文化阵地资源，开展“博
雅清谭诗歌会”“书香卢沟企业”
“新时代爱书人” 等多形式项目，
挖掘一批学习风气浓厚、 经常性
开展读书活动、 通过读书学习使
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得到明
显提升的企业典型， 培育一批勤
读书、 爱读书、 保持良好读书习
惯、 积极与大家分享读书心得体
会的先进个人。 陈艺 摄

卢沟桥地区总工会“五进”活动营造书香文化

“流动书屋”让静止的图书馆动起来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肖永鸿 孙苗苗） 截至目前，中建
二局一公司设备安装分公司 “超
英” 爱心基金持续精准帮扶了分
公司患病职工、 石嘴山万达项目
患重病安全 员 等 三 位 职 工 ，筹
集款项 14万余元 ，这是记者昨
天从该公司了解到的。

据介绍， 设备安装分公司于

2015年9月7日成立“超英”爱心基
金 ,本着“廉洁 、关爱 、互助 ”的原
则弘扬“超英”精神，发扬中建人
团结一心、助人为乐、互帮互助的
友爱精神， 及时把每一分钱用在
最需要资助的地方。资金来源主
要为分公司全体员工的募捐款
项 ，分公司获奖款项 、公 司 资 助
的款项和合作方的捐款等。

“超英”爱心基金实现精准帮扶

全市树木修剪技能竞赛平原绿化修剪组决赛举行

延庆优秀基层工会服务站获表彰

(上接第1版)
各地工会和各全国产业工会

还将同步推进其他重点群体入
会， 切实摸清其工作生活特点和
入会现状，明确工作目标，制订实
施方案，有力有序推进入会工作。
同时， 将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畅
通入会渠道， 努力将各类重点群
体纳入会员实名制管理体系，积
极与新兴互联网信息平台企业合
作，实现发展会员“精准定位”、服
务职工“按需施策”，自下而上打
造“工惠驿家”等服务品牌，以有

效服务促进有效入会。
《方案》 中强调， 要以党建

带动工建， 积极主动把建会工作
融入党政工作全局， 在党委领导
下推进货车司机等八大群体入会
工作， 推动将其纳入各地党建工
作目标考核体系， 同部署、 同检
查、 同落实。

据了解， 试点将从今年3月
中旬持续至8月中旬。 全总将对
各地情况进行督查， 并在总结试
点经验基础上， 适时推进货车司
机入会工作全面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