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练消防
模拟实战

为提高职工消防设施使用
技能和火灾逃生自救能力，亚
泰集团近日举办了消防培训和
演练。演练以油槽灭火、水龙带
使用接装、自救逃生、紧急救护
为主， 采取模拟实战的方式进
行，演练达到了“贴近实战、重
在预防、临危不乱、有效处置”
的目的。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杨蕾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张瞳 ) 近日，
公 交 第 二 客 运 分 公 司 第 十 一
车队工会开展了以 “四个一”为
主题的系列读书活动， 即： 分享
“一本好书”，撰写“一篇体会”，分
享“一个片段”，形成“一个氛围”。

活动中， 车队工会以每条线
路班组为单位， 采取班组工会小
组长推荐、职工自荐的方式，自主
选择一个故事，一个读书感想，一
个片段，由车队分会统一制作《一
路同行 一路书香 一路分享 》读
书节目。在车队制作完成后，统一
发送至各线路班组内。此外，车队

工会在利用职工之家相互借阅纸
质图书的基础上，采取“互联网+”
的形式，使用微信读书软件，根据
每月读书阅读情况进行排名。

“工会利用网络平台、定期分
享、开展专题活动，不仅提高了职
工队伍综合素质， 还及时掌握一
线职工思想动态。”车队工会主席
张帅说。 该车队工会将利用电子
滚屏 、触摸查询机 ，将 “心静·书
动”活动内容进行宣传，同时由班
组工会小组长制定书籍会议交流
时间，由分会主席参加，共同对感
兴趣的书目相互交换意见。

公交职工四个一活动分享“一路书香”

本报讯（记者 余翠平） “这样
的活动太好了！”在母亲节、父亲
节来临之际， 丰台大红门街道总
工会联合新世纪时尚创意大厦，
为全体工会会员共同打造 “孝心
有魔法、 扮靓咱爸妈” 工会会员
“感恩双亲回馈月”活动。11日，来
自街道的33家非公企业工会会员
和31个社区联合工会会员近200
人参与了启动仪式。

本次活动从5月11日持续到6
月18日。 凡持有北京市工会会员
互助服务卡的职工， 到新世纪时
尚创意大厦购物都可以专享会员

优惠， 多家品牌还有精美礼品赠
送，同时，工会会员还可享受更多
增值服务等多种会员专享福利。

据了解， 大红门街道总工会
下辖会员单位31家 ， 工会会员
4133人。本次活动，街道总工会经
过充分调研， 工会副主席赵鑫鑫
于5月初与新世纪时尚创意大厦
确定了合作意向， 经过一周的精
心准备，为工会会员挑选了500多
家优质品牌参与本次活动， 给予
工会会员品牌当季热卖商品的最
低折扣， 把对工会会员的服务落
到实处。

大红门工会联手辖区商厦送感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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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勤”“三清”工作法 会员回家报到法 送服务下企业法

崇外促小微企业建会用上“土”办法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刘莉） 企业建会靠号召， 这样的
老办法在各街道的小微企业早已
不奏效。 东城区崇外街道总工会
用上因地制宜的 “土” 办法， 促
进小微企业建会。

工会工作人员介绍， 最有效
的办法即软磨硬泡 “三勤” “三
清” 工作法。 坚持做到 “三勤”、
“三清 ”， 即 ： 嘴勤 、 手勤 、 腿
勤， 未建会单位清、 单位缴费情
况清、 单位动态清。 要说企业跑
建会， 最重要的是要有诚意， 要
有耐心， 要不断上门去磨， 时间
久了企业也就被磨软了， 就同意
入会了。

其次还有多方联动， 资源共
享谈建会法。 街道总工会联合工
商 、 地税 、 物业开展交流座谈
会， 重点针对辖区内的规模以上

企业的联系人进行资源共享， 根
据每个企业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
的动员工作。 并建立区域工会联
席会制度， 采取 “底数联查、 组
织联建”、 “队伍联用、 工作联
动 ”、 “服务联办 、 资源联享 ”
等工作机制， 扎实有效推动非公
企业建会。

同时采用会员回家报到法。
街道总工会通过会员回家报到活
动， 吸纳了一些新会员， 其中不
乏未建会企业职工， 只要有10人
以上有意愿加入工会组织的未建
会 企 业 工 作 人 员 就 会 上 门 指
导建会。

此外还有送服务下企业法。
“微景观制作”、“超轻黏土制作”、
“花艺制作”、“扎染制作”、“巧克
力DIY”和 “蜡烛香牌制作 ”等这
些吸引会员的活动是街道总工会

针对一些没有时间参加普惠制活
动的企业量身定制了一系列的服
务活动的一部分， 街道总工会联
系第三方机构利用中午休息的时
间为企业送服务。

最后就是巧借工会卡优势促
建会法。 建了会就可以给职工办
理工会卡了， 持工会卡购物、 逛
公园 、 看电影 、 买书 、 优惠洗
车， 最重要的是可以享受暖·心
互助计划对职工还是有很大的吸
引力的。

崇外街道总工会主席朱少敏
说，在夯实组织建设的基础上，街
道总工会要着眼职工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落实以职工为中心
的工作导向， 增强对职工群众的
感情， 扎扎实实为职工群众做好
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职
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马超） 加大宣
传促推进、优化服务树形象、勤督
多走求实效……近一段时间 ，平
谷区黄松峪乡总工会走进石林峡
景区多措并举指导企业建会。

在加大宣传促推进方面，黄
松峪乡总工会工作人员进企业发
放 《工会法》、《北京市工会经费
（筹备金） 税务代收工作手册》等
相关材料， 向企业宣传组建工会
的目的、意义、性质等，面对面向

100余名企业职工宣传工会会员
的权利义务以及惠民服务。

在优化服务树形象方面， 黄
松峪乡总工会工作人员实行现
场办公为企业提供建会所需的
流程及相关材料， 指导企业收集
入会会员的信息资料， 对提交的
资料进行一站式办理核对， 减少
企业办事人员 “折返跑” 次数，
提升办事效率， 树立工会优质服
务形象。

在勤督多走求实效方面， 黄
松峪乡总工会及时了解石林峡景
区建会办理进度， 已开展进企业
建会指导4次， 重点对企业建章
立制， 提高基层一线职工在工会
代表大会中的比例， 健全基层工
会委员会等内容进行业务指导。

目前， 黄松峪乡总工会已为
石林峡景区企业的138名职工进
行了会员信息录入， 完成了三枚
公章的刻制。

近日， 北京城建十六公司在全员中开展了防灾减灾主题教育活
动， 并在施工现场进行了防灾减灾防汛实地演练， 确保雨季施工生
产的顺利进行。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吴连平 雷蕾 摄影报道

工地演练
防灾防汛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
日， 朝阳区嘉铭园社区联合工会
组织辖区多家单位的职工， 开展
手工制作紫草膏的活动。

活动开始后， 老师详细讲解
了紫草的药用价值， 并拿来实物
请大家观看和了解， 大家认真地
学习并做了记录。随后，老师为大
家发放了制作工具， 一起动手制
作紫草膏。 制作紫草膏的原料全
部为纯天然材料， 大家把蜂蜡通
过加热的方式溶到浸泡了三个月
的紫草液当中，然后搅拌均匀，再
冷却定型，一盒“万用”紫草膏就
这样做成了。

“辖区有几家单位给员工安

排的集体宿舍，一到夏天，蚊虫比
较多， 制作的紫草膏员工可以马
上派上用场。” 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让大家了解
中草药的基本知识， 也能自己动
手制作中药膏剂， 丰富职工们的
业余文化生活。

嘉铭园社区职工手工制作紫草膏

黄松峪工会多措并举促非公企业建会

本报讯 (记者 曹海英)“我们
队伍取胜的法宝只有一个， 那就
是精诚团结。” 在队员的欢呼声
中，队长赵凡高举奖状坚定地说。

为了增进机关与基层员工之
间的互动沟通， 更加有效地开展
工作，日前，建工博海公司组织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 “建工论建PK
赛”。比赛通过设置通关游戏获取
“建筑图纸”，再用“建筑图纸”进
行PK等环节，让大家在过程中体
验协作精神。

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建工博海
公司机关和分公司、项目部的100
多名骨干职工参赛。在细雨中，职
工们并肩作战，互相切磋，通力协
作。 面对困难， 各队队员败不气

馁， 互相鼓励， 重整旗鼓再次挑
战， 直到成功获取游戏奖励。在
“举案齐眉”游戏中，大家喊着口
号，同节奏移动完成游戏任务。

获得图纸后还要在建筑图纸
PK环节中， 自行推断图纸强弱，
选择图纸进行PK，为了赢得最后
的胜利，队员们团结一心，激烈讨
论， 纷纷建言献策。 在游戏过程
中， 机关和项目职工之间增进了
互动和沟通。

活动后大家表示， 在发现困
难、 解决困难、 挑战成功的循环
中，同事之间积极沟通交流，彼此
体谅，培养了深厚的感情，增强了
团队凝聚力和向心力， 今后将以
更好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工作中。

建建工工论论建建PPKK赛赛增增强强团团队队凝凝聚聚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