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户户外外劳劳动动者者
有有了了理理发发师师

“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
师 ， 我们愿意义务为他们服
务。”近日，东城区东花市街道
总工会在工会服务站为户外劳
动者义务理发。 该街道总工会
从5月开始，在每月第一个星期
一开展“关心户外劳动者‘爱心
理发，劳动最美’活动”，请专业
理发师义务为环卫工人、 物业
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服务。

本报记者 阎义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陈曦） 近日，
西城区展览路街道总工会2018
年夏季送清凉活动启动。今年，
展览路街道总工会为辖区会员
准备了5000份茶叶， 街道工会
会员可通过12351APP平台参与
此次活动。

记者获悉，为了最大范围的
普惠职工， 让每一位职工都能
享受到工会的关爱， 展览路街
道总工会此次夏季送清凉活动

在12351APP平台上开展。 针对
职工数量多但岗位分散， 以及
职工年龄较大不能熟练操作智
能手机等情况， 展览路街道工
会服务站工作人员在活动结束
后将送清凉进企业， 保证职工
享受到工会福利。

此外， 由于一些企业工作
性质特殊， 职工无法在工作时
间到服务站领取茶叶， 展览路
街道工会服务站工作人员周六

日放弃休息， 加班加点开展工
作，为职工参与活动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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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上周，
延庆区总工会精心选取 《你身边
的礼仪》 《世园会知识》 两门课
程， 举办 “迎世园、 助冬奥通用
能力培训班”， 近150名干部职工
参加。

此次培训班学员来自全区各
行政企事业单位。 2019年中国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区举
行，延庆人如何以礼待人，欢迎来
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当好东道主？
为此， 区总工会聘请了北京开放

大学延庆分校区级骨干教师讲授
《你身边的礼仪》， 深入地讲解了
形象礼仪、 位次礼仪、 公共礼仪
等。 同时，工会还聘请延庆职教中
心高级教师、 区世园知识宣讲团
讲师讲授《世园知识》，介绍什么
是世园会、 世园会给延庆带来的
变化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做。

本次培训， 还将由市总工会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指导委员
会办公室为参训人员颁发 《通用
能力培训合格证书》。

新闻【工会】04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刘芳│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马骏│２０18年 6月 12日·星期二

深入一线送清凉 工会关爱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姜传羽） “感谢项目对我们家的
帮助。” 近日， 中建二局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六盘水大董
公路PPP项目首个定点扶贫站在
所在地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河镇大
地村村民周琴家正式挂牌成立。

据了解， 村民周琴的丈夫因
患脑瘤导致双目失明丧失劳动能
力，家中有两个孩子在读小学，周
琴为照顾丈夫不能外出打工，唯
一的经济来源是每月的低保费和

养老费。 该项目扶贫工作组听取
了他们对目前存在的困难及生产
生活方面的诉求， 并鼓励他们树
立信心， 克服疾病给生活带来的
困扰 ， 同时为贫困学子送去了
1000元助学金及书包、书本 、笔 、
文具袋等学习用品。

据了解， 该项目将继续通过
资金资助、 家庭辅导、 帮助就业
等多种形式， 尽力解决当地贫困
家庭子女就学难问题， 落实好教
育扶贫政策。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郭娟 韩晓岗）近日，北京建工安
装集团组织30名老职工到位于平
谷金海湖的本市退休人员休养中
心进行休养。据统计，集团离退休
服务中心自2006年成立至今，已
组织600余名退休职工参加休养。

休养活动中， 除了遵照休养
院的规定，还本着劳模优先、先进
优先、 岁数大的职工优先等原则
组织进行。在组织老职工休养时，

集团派专人陪同管理，全程照顾。
为了让老职工感受到公司的关
心， 离退休中心领导每次都到休
养地看望参加休养的老职工，使
他们感受到企业的关心。 建设部
劳模赵玉平说：“我第一次参加老
职工疗养。 不仅浏览了金海湖的
绿水青山，还参加了游泳、健身、
唱歌、看电影等活动，特别是老职
工在一起回顾过去，畅谈将来，感
到心情舒畅，精神愉悦。”

绿谷出租公司“双走访”征集协商议题
上车到岗访员工 上门到户访家属

本报讯（记者 马超） “对于集
体协商工作我们还属于新手上
路，但我们上车到岗走访员工，上
门到户走访家属， 广泛征集集体
协商议题。”北京绿谷区域电动小
客车出租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孙海
燕说。该公司建立“双走访”充实
协商内容制度， 让公司员工及家
属分享工资协商和“四必谈”4+N
集体协商实效成果。

2012年8月运行营业的平谷
区北京绿谷区域电动小客车出租
有限公司，现有员工280人。据介
绍，在“双走访”期间，共有203名
公司员工及家属提出建议：将“提
高员工生活质量、 提高员工福利
待遇、解决员工中午用餐、优化员
工家访质量、安排女工专项体检、
丰富员工文体生活、 降低车辆承
包费用、开放营运时间、更换运营

车辆、更换充电电池、提供充电休
息场所、开通全天约车电话、优化
员工安全培训、 打击黑车出租”，
共14个方面的178项内容作为公
司劳资双方协商议题。

在今年规范推进工资协商和
“四必谈”4+N集体协商中， 以工
会工作者和协商工作者为主要成
员的协商内容征询“双走访”工作
组，完善了“上车到岗走访员工，

上门到户走访家属” 的双走访充
实协商内容制度， 面向员工及其
家属宣传讲解工资协商和 “四必
谈”4+N集体协商概念定义等。

在“双走访”征询协商内容期
间， 通过桌上协商与桌下协商并
举、 会议平等协商与现场洽谈协
商相结合的多元协商方式， 了却
了员工多件心事。例如：开放公司
餐厅，保证员工实惠用餐。彻底置

换老旧运营车辆50部， 新增运营
车辆300部。投入20余万元，救助
困难员工39人。 开辟员工文体活
动园地， 保证员工在中午充电补
电时阅览图书、康乐健身、娱乐休
息。保证员工洗衣粉、毛巾 、肥皂
等劳保用品，每年两次如期发放。
每年组织员工运营技能和运营安
全培训4次，保证员工平安运营技
能素质不断提升。

本报讯（记者 白莹）“今天听
了几位首发工匠的故事， 每个人
分享的都是最生动、 最真实的个
人经历，通过一个个小故事，使我
对他们有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我
感觉工匠精神离我们不远， 我也
要努力当一名工匠！”一线职工王
洋激动地说。

为发挥首发工匠的示范引领
作用， 激发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
造活力，近日，首发集团工会组织
了3场“首发工匠”宣讲报告会，来
自集团所属各单位工会主席、工
会干部和一线职工450余人共同

聆听“首发工匠”畅谈心路历程，
感受他们以匠心致初心的风采。

宣讲报告团成员由2017年度
“首发工匠”共9人组成。三尺岗亭
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用心服务广
大车户的收费技师田迎； 专心研
发，不惧挑战，将项目当作自己孩
子般对待， 以保障道路养护人生
命安全为宗旨的研发员袁华国；
几十年如一日，坚守技术、追求完
美，以企为家、不拿自己当外人的
维修工程师张术华； 刻苦钻研菜
品，不断创新，使职工尝到妈妈做
的饭菜味道的食堂主厨邵明华；

十年来坚持用加减服务法，认真、
热情、 周到服务过往车户的一线
收费员于楠， 他们都用朴实无华
的语言和自身经历， 向广大职工
诠释了不同行业、不同岗位敬业、
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

台上， 宣讲团成员声情并茂
讲述；台下，职工听到精彩处，爆
发出阵阵掌声。 许多职工被他们
的事迹和精神所感动， 表示将以
他们为榜样， 爱岗敬业、 勇于创
新、甘于奉献，尽心尽力做好本职
工作，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
凡的自己。

““首首发发工工匠匠””宣宣讲讲团团走走基基层层畅畅谈谈心心路路历历程程

邮邮政政驾驾驶驶员员
享享清清凉凉礼礼包包

近日， 北京邮区中心局工
会开启“夏日送清凉”活动，为
一线邮政驾驶员送去了消暑物
品， 并叮嘱他们做好防暑降温
措施。据了解，本次“送清凉”活
动将持续到7月底。 活动期间，
局工会将重点对高温露天作
业、 生产车间等一线职工进行
走访慰问， 协助并督促基层单
位改善职工生产生活条件。
通讯员 梁岩 刘金义 摄影报道

海海淀淀置置业业职职工工子子女女体体验验烘烘焙焙乐乐趣趣
近日， 海淀置业公司30余名职工携子女参加了公司工会为他们精

心策划的 “DIY蛋糕亲子活动”。 本次亲子活动得到了公司领导的高
度重视， 工会主席李列代表公司为孩子送上祝福。 在专业工作人员和
父母的帮助引导下， 孩子们学习了制作蛋糕的步骤及要点， 并将自己
制作的蛋糕带回家。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中建二局项目工地成立定点扶贫站

建工安装老职工疗养活动愉悦身心

延庆工会开班培训世园会冬奥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