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三岁
时，妈妈在哪，哪里就有爱；三十
岁时，妈妈在哪，哪里就有家；六
十岁时，妈妈在哪，哪里就有深深
的牵挂……昨天上午， 在万丰小
吃城内， 职工自行创作演出的配
乐诗歌朗诵《母亲》，赢得了来自
丰台区卢沟桥乡基层百余名群团
组织工作者的掌声。当天，餐饮企
业万丰小吃有限公司工会筹建的
“博雅清谭”职工诗歌会创作基地
挂牌成立。

朗诵会、读书会、演讲会、亲
子阅读会等特色诵读会在卢沟桥
乡有着悠久的文化底蕴， 此次万
丰小吃工会筹建的“博雅清谭”职
工诗歌会创作基地， 将填补卢沟

桥地区职工在诗歌自行创作方面
的短板。据了解，今年卢沟桥地区
总工会将整合群团组织和非公企
业的资源优势， 引导地区诗歌爱
好者创作好作品， 构建一支弘扬
传统诗艺，歌唱时代新声，创作健
康向上、 根植于生活的优秀诗歌
作品的诵读队伍， 丰富地区职工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陈艺 摄

卢沟桥乡工会将建诗歌诵读队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学好技巧后， 咱们一
起把怀柔美景拍个遍！” “老师，
我想买个照相机， 您看初学者适
合哪款？” 4月12日， 怀柔区总工
会举办的摄影基础培训班正式开
课 。 当天 ，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 、 高级摄影师袁维忠开始为
127名学员授课。

此次课程将设立12节课， 主
要内容为相机的基本构造与操
作； 学会光圈、 速度、 感光度的
组合拍出清晰的照片； 测光、 曝
光、 对焦； 构图与画面的平衡；
光线的运用； 如何拍好民俗； 特

殊天气的摄影创作； 人像和全家
福的拍摄； 观看讲评学员摄影作
品； 数码后期的调整等。

据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曹岩
介绍， 为更好地 “精准化” “普
惠化” 服务职工， 区总工会将在
今年依托工人文化宫文化阵地为
载体 ， 开办两期摄影基础培训
班， 全区共有37家单位368名会
员报名。 “今天是第一期， 大家
热情高涨， 陆续有多家单位还要
报名加入， 我们也会考虑实际问
题， 尽全力安排有摄影爱好的会
员职工们听课， 真正将精准的服
务送到大家心坎里。”

怀柔工会职工摄影基础班开课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上周，
平谷区总工会开展义务护树活
动， 30余名工会志愿者参加此次
活动。

区总工会以“共植万亩森林，
同撑一片蓝天” 为主题对区园林
绿化局植树点的树木进行管护。
活动中，30余名工会会员组成的
护树志愿者队伍， 来到指定责任

区林场，志愿者们三五一组，手拿
铁锨对树木进行培土管护， 大家
边劳作边探讨树木的品种、 习性
以及如何做好加固管护工作。 劳
动中大家同心协力，互相帮助，现
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经过近1个小时的劳动 ， 责
任区内150余棵元宝枫和银杏树
得到了重新培土养护。

机关干部分成七个工作组 每年入户2-4次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延庆区总工会按照“一户一档案、
一户一计划、一户一措施”的工作
要求，对延庆区140户已录入工会
帮扶工作管理系统的困难职工家
庭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为做好此项工作， 延庆区总
工会全体机关干部42人分成七个
联系基层工会和困难职工的工作
组。延庆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张树坡带队， 集中一周的时间进
行入户走访。各工作组每到一户，
都亲切地与困难职工嘘寒问暖，
详细了解困难职工的住房情况、
收入情况、 家庭人口以及家庭成

员的工作、生活等多角度、多方面
信息， 同时还与职工一起沟通交
流，掌握其帮扶需求、分析解困脱
困的路径和方法， 并希望他们坚
强地面对生活，对生活树立信心。

另外，工作组在各基层工会，
对现有困难职工档案进行清理。
通过填写 《基层工会困难职工信
息档案检查记录表》，对每户困难
职工家庭档案申报材料是否完
整；困难职工家庭申报、审核、审
批程序是否规范；帮扶资金、慰问
款物是否规范、及时发放；帮扶资
金使用是否及时录入帮扶系统等
各项内容进行逐一核对。

据了解， 为促进困难职工帮
扶工作的动态化管理， 延庆区总
工会建立联系基层工会和困难职
工的长效机制， 各工作组结合本
小组所包括的职工与组员的实际
情况， 建立长期工作台账。 坚持
做到每年入户2-4次， 困难职工
出现情况随时联系， 针对困难职
工产生困难的原因， 采取不同的
救助办法， 通过对困难职工调研
摸底， 及时掌握帮扶对象的动态
变化， 随时发现随时录入， 随时
变化随时调整， 随时脱困随时撤
档， 确保工会帮扶工作常态化、
长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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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本
以为我这个年龄下岗以后很难再
找到好工作了， 在惠隆睿和的帮
助下，我梦想成真了。”因商业系
统改制下岗的45岁职工张洪杰，
在北京惠隆睿和劳务派遣有限公
司的推荐下， 不仅在医院药房成
功就职， 有了稳定的收入和社保
保障，通过自身努力，他还得到单
位肯定成为了业务骨干。 在实现
个人价值的同时， 张洪杰也放心
地将4名下岗的朋友推荐给惠隆

睿和，让他们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截至目前， 已有2000余名职工经
北京惠隆睿和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找到了有社保的稳定工作。

据公司经理王南介绍， 惠隆
睿和劳务派遣公司采取社保所、
招聘会等就业平台推荐就业人
员， 公司提供岗位推荐、 岗前培
训、心理辅导等专业服务，用人单
位提供匹配岗位的“三方协作”方
式， 针对北京地区中年及以上就
业困难群体进行精准帮扶， 并负

责到底。为企业规避风险、提供便
利，让职工有求可诉、有福可享，
惠隆睿和公司在二者之间一直扮
演沟通服务的桥梁。

“我公司劳务派遣预算中，没
有职工社保这笔费用。”“对不起，
如果贵单位不承担职工社保义
务，我们的合作将无法进行。”“职
工想多拿工资自愿不上社保可以
吗？”“坚决不行。”王南表示，公司
坚决引导企业和职工树立 “社保
就是‘强险’”的理念，让每一家与

其合作的企业都能放心用工，每
一名经其派遣职工的权益都能得
到保障。“职工上岗前， 我们会为
他们开展心理辅导、 明确用人单
位要求， 入职后我们每周都要向
用人单位、职工进行回访，把职工
声音反映给用人单位管理者，为
他们争取合法权益。 而公司也可
在协议内按照用人单位需求调整
派遣人员，帮助其稳定员工队伍。
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保持公司、用
人单位、 职工三方交流的畅通。”

此外， 公司还会定期去用人单位
考察， 对职工进行慰问与面对面
交流。 让职工切实感受到强大的
“后劲”。

王南表示， 随着产业结构调
整加快， 将有一些职工离开原有
岗位，公司将通过开展线上推荐、
线下组织招聘会相结合的方式充
分扮演好“企业亲家人”和“职工
娘家人”角色，帮更多职工找到有
保障的新岗位， 为社会的稳定做
出贡献。

惠隆睿和公司三方协作精准帮扶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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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路曼）12日，
由密云区总工会和区党外知识分
子联谊会联合举办的职工志愿服
务进企业健康义诊活动在北京宝
沃汽车厂拉开帷幕。 一群身着蓝
色首都职工志愿者马甲的医务工
作者， 把义诊服务台搬进了工厂
院内，利用职工午休的时间，免费
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当天， 密云区总工会由此拉
开2018年度职工志愿服务活动的
序幕，今年，该区总工会将陆续开
展40余场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
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 北京宝沃汽车厂工
会已经连续多年为职工组织健康
义诊活动， 往年均是企业自费邀

请属地医院进行的。“今年的职工
健康义诊， 我们邀请了密云区总
工会下属的职工志愿服务队，仅
仅几通电话， 义诊服务就送进了
企业大门。”北京宝沃汽车厂相关
负责人介绍， 完全免费的志愿服
务不仅减轻了企业的经济支出，
且前来参与义诊的志愿者均是密
云区医院和密云区中医院有名的
主任医师和专家， 对于职工健康
咨询和病痛诊疗都提供了很好的
建议，深受大家好评。

短短两个小时时间， 义诊服
务台前人流不断，内科、外科、骨
科、中医科诊台前排起了长队，粗
略统计，当天超过300人接受了现
场诊疗和健康咨询。

“职工志愿服务是工会品牌
服务项目之一， 目前全区已建成
40多支职工志愿服务队， 共有近
万名职工参与其中。”密云区总工
会女工委主任包秀媛介绍， 各基
层职工志愿服务各具特色， 志愿
服务内容涉及帮老助困、 环境保
护、医疗卫生、心理健康、文化服
务等多个方面， 且均形成了定期
开展志愿服务的工作习惯。

包秀媛说，今年，在职工志愿
服务队自行开展活动的基础上，
密云区总工会还将集中组织40多
场志愿服务进企业、 进学校、 进
社区等活动， 进一步打响工会服
务品牌， 让志愿服务普惠全区职
工群众。

今年计划开展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志愿服务40余场

密云工会开启职工志愿服务活动

推荐就业人员 开展岗前培训 提供匹配岗位

延庆区总上门摸底140户困难职工

平谷30余名工会志愿者义务护树
工工地地宣宣誓誓
备备战战竞竞赛赛

为 迎 接 即 将 到 来 的
“中铁隧道领军杯” 劳动竞
赛， 14日， 中铁隧道局京沈
客专京冀段十三标项目部部
分一线职工进行了工地宣誓
活动。 该项目部工会主席罗
勇亲自带头， 三十余人参加
宣誓。 据了解， 此次劳动竞
赛将围绕比安全生产、 比工
程质量、 比管理效率、 比成
本效益、 比产值进度、 比科
技创新、 比队伍建设等方面
进行。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