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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南独乐河镇下属企业北
京市英利达标牌制作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成立 “暖心驿站”，
为员工休息提供便利条件。

英利达工会特设60平方米
的独立场地成立 “暖心驿站”，
站内配有冰箱、微波炉、饮水机
各一台，8张桌子和40把椅子等

基本休息设施， 可一次性供40
余名职工休息，并全天开放。 这
为英利达的广大员工在午休和
身体不舒服时提供一个放松身
心、缓解疲惫的场所。

员工表示：“‘暖心驿站’的
成立解决了大部分员工离家
远、 在日常工作之余无处可休
的暖心场所， 尤其是内部设施

更是为员工休息时提供了方
便，切实考虑到了员工所需，我
们会和公司共同维护好 ‘暖心
驿站’。 ”

英 利 达 工 会 相 关 领 导 表
示， 会在今后根据职工需求不
断完善内部设施和使用维护制
度， 为职工提供更加人性化的
服务。

南南独独乐乐河河镇镇企企业业员员工工有有了了““暖暖心心驿驿站站””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国资委下属企业绿谷电动
出租车工会组织开展 “安康杯”
技能竞赛活动， 175名工会会员
参加驾驶员技能大比武。

此次大比武活动分为理论和
实操两个部分， 理论知识比赛以
试卷答题的方式重点对从业人员
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等

知识进行考察； 实操部分则对从
业人员的倒库、侧位停车、更换轮
胎、 服务礼貌用语等方面进行考
察， 出租车司机在笔记成绩合格
后方可参加驾驶技能实操考试 ，
全部通过后企业工会将对合格司
机驾驶员进行颁证表彰奖励 。目
前已有150名职工参加笔试部分，
实操部分将在6月中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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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一线送清凉 工会关爱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9日，北
京邮政职工舞蹈协会举办“舞动”
舒压健体培训活动， 邀请北明心
理发展中心和北京邮政艺术团的
老师精心准备了“生命之舞”舒压
课程及健身操舞课程。

课程以舞蹈运动的方式疏解
职工内心压力，营造“轻松、愉悦、
健康、活波”的文化氛围，使职工
在身体、 情感层次及精神层次上
充分获益。 来自市分公司下属各
二级单位的三十余名文体骨干及

舞蹈协会会员参加了此次培训活
动，大家表示，通过活动使紧张的
工作情绪得到了释放， 回去后将
把所学带到同事中去， 并以更好
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工作当中。

主办方东城邮政分公司的工
会主席李鸿雁表示， 以舞蹈运动
的方式充分疏解员工潜在内心压
力，营造“轻松、愉悦、健康、活波”
的文化氛围， 使大家紧张的工作
情绪得到释放， 以更好的精神面
貌投入到工作当中。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由东城区交道口街道总工会和街
道文联联合主办， 东城曲艺家协
会、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共同承
办的 “南锣职工曲艺社2周年专
场演出” 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举
行。 此次演出吸引了近400名职
工观看， 现场座无虚席。

当天， 职工曲艺社社长张天
赐带领着曲艺社的青年演员为辖
区职工奉上传统相声 《捧逗之
间》 《舞蹈家》， 并加入了紧跟
新时代特色， 反映交道口地区新

貌的， 由曲艺社创作的 《南锣工
匠走在前 》 《美丽的南锣我的
家》 等围绕地区百姓和职工生活
新变化的故事， 受到职工欢迎。

德胜工会多渠道零距离促非公企业建会
未建会企业沟通会 新入驻楼宇洽谈会 单体职工入会说明会

本报讯（记者 陈曦） 今年，西
城区德胜街道总工会加大了非公
有制企业的建会力度。近日，街道
总工会又联合地区多个部门，通
过召开未建会企业沟通会、 新入
驻楼宇洽谈会、 单体职工入会说
明会等方式， 促进未建会企业主
动建会， 帮助未建会企业的职工
顺利加入工会组织。

截至目前， 德胜地区未建会
企业有24家 。 为了做实建会工
作， 德胜街道总工会采取了服务
站工作人员分片包干、 责任到人
的方式， 对地区未建会企业进行

核实、 沟通、 跟进。 随后， 又通
过周例会分析， 找出工作难点，
制定工作方案。

“最初，我们接到上级工会的
信息， 显示辖区有43家未建会企
业。街道工会服务站共有9位工作
人员， 大家分包了这些企业开展
核实工作。 通过147次电话联系、
51次上门走访，我们最终确认，这
43家企业中，域外企业有19家，辖
区内未建会企业有24家。 ”德胜街
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介绍说。

为了推进未建会企业建会 ，
德胜街道总工会联手地区税务、

工商、街道劳动科、安全生产办召
开了未建会企业集体沟通会、新
入驻楼宇洽谈会、 单体职工入会
说明会等。

未建会企业集体沟通会吸引
了地区20多家企业的50多位企业
负责人、行政管理人员、财务人员
参加。 这些企业均为百人以上未
建会企业。会上，不仅介绍了目前
地区工会组织状况，还对《工会法
实施办法》 中有关建立工会的七
大好处进行解读。工商、税务、劳
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也从各自的
角度介绍了成立工会的必要性。

一家非公企业的工会主席和一家
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会主席也 “现
身说法”，分别介绍了企业建立工
会的好处、职工得到的实惠，以及
工会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

同时， 街道工会服务站工作
人员还走出办公室， 深入新建楼
宇， 与楼宇内未建会企业负责人
进行洽谈沟通， 答疑解惑。 在楼
宇内开展工会宣传说明工作， 进
行职工单体入会民意调查， 了解
职工需求， 积极发展会员。

“目前， 在24家未建会企业
中，除4家有上级工会组织，其余

企业已同意建会的有7家，有意向
建会的4家。”陈洪祥说，下一步，
街道总工会将梳理出企业建会时
间表， 完成建会各项程序和入会
信息采集、 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的办理。

据了解，今年年内，德胜街道
总工会还将结合地区企业特点，
举办多场针对未建会企业和职工
的沟通洽谈会，同时，扩大普惠制
服务范围， 对有建会意向的企业
进行普惠服务， 让企业和职工感
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 积极主动
地建立和加入工会组织。

顺顺义义职职工工赛赛龙龙舟舟
8日， 顺义区职工龙舟赛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21支职工

代表队、上百名参赛选手进行激烈角逐。经过紧张地比拼，仁和镇代表
队获得了此次职工龙舟赛的最终胜利。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
员 刘莉） 记者昨天从东城区崇
外街道总工会了解到， 街道总
工会建立了13家 “职工驿站”，
分别配备了饮水机 、 休息桌
椅 、 水杯等基础设施及功能 ，
使职工驿站能够发挥最大作
用 。 目前 ， 13家 “职工驿站 ”
已正式投入使用， 解决了户外
劳动者饮水、 就餐、 休息等实

际问题。
据了解， 为完善服务职工

工作体系， 帮助环卫工人、 出
租车驾驶员、 交通警察、 快递
员等户外劳动者就餐 、 饮水 、
休息等面临的实际困难， 崇外
街道总工会副主席马超思带领
工作人员亲自到永和大王东四
十条店进行实地考察。

目前，13家 “职工驿站”已

正式投入使用， 有效地解决了
户外劳动者饮水、就餐、休息等
实际问题，惠及城区环卫工人、
出租车司机、快递员、交通警察
等一线户外工作者。下一步，街
道总工会将进一步健全 “职工
驿站 ”管理和建设 ，让 “职工驿
站” 能更好更大范围的服务户
外劳动者， 让户外劳动者真正
体会到工会 “家” 的温馨。

崇崇外外工工会会为为户户外外劳劳动动者者建建温温馨馨小小““家家””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
员 刘懿娟） 日前， 东城区体育
馆路街道总工会 “夏日送清
凉” 活动启动， 街道总工会为
天坛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
北京京诚京安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 北京政平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等7家户外工作者较多的企
业送去800余份防暑清凉包。

据了解， 防暑清凉包中包
含清凉霜 、 花露水 、 万花精
油、 药皂、 小毛巾等物品， 发
放慰问品的同时， 工会工作人
员还叮嘱职工在高温天气要注
意防暑， 科学合理安排作息时
间， 确保身体健康。

据了解 ， 此 次 送 清 凉 活
动， 体育馆路街道总工会还将
为70余家企业的一线职工送出

清凉饮料、 矿泉水等700余箱，
让职工感受到工会对职工的关
心与关爱。

体体育育馆馆路路一一线线职职工工收收到到工工会会清清凉凉礼礼包包

足足不不出出户户
享享中中医医保保健健

平谷出租车司机驾驶技能大比武

邮政职工“舞动”健体中愉悦身心

南锣曲艺社专场演出受职工热捧

昨天， 东直门医院的医务
工作者来到东方出版社， 开展
“中医会诊” 活动。 此次活动
包括健康知识讲座、 预防疾病
常识答疑解惑及按摩拔罐诊治
等。 通过会诊， 该社270多名
职工足不出户即可获得相关的
健康保健知识和基本治疗。

万玉藻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