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通州商资公司工会
举办首届扑克牌大赛， 为职工
在炎炎夏日带来休闲与清凉。
110余名职工会员参加了欢乐
二打一、打三家、打升级等三个
项目比赛。 此次比赛让职工因
酷暑变得浮躁、 焦烦的心情与
情绪得到舒缓。 职工表示：“感
谢公司工会为我们组织的各种
各样轻松有益的活动， 而今天
的比赛真的算是一次 ‘另类送
清凉’。”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韩颖 摄影报道

““另另类类送送清清凉凉””
帮帮职职工工减减压压

本报讯（记者 边磊） 近日，东
城区龙潭街道总工会开展了 “增
加阅读兴趣 提高阅读能力”2018
年职工读书沙龙活动，30名热爱
阅读的职工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由读书导师引导， 分别
进行了好书推荐、经验分享、交流
互动、感悟总结等环节。参与者交
流了自己的读书心得和阅读方
法， 讨论了阅读对职工生活的重
要性， 如读书与工作、 生活的联
系，读书的方法和时间安排，自己
对读书的个性观点等。

沙龙结束后，职工表示，这次
活动让他们找到了思想上的共
鸣， 对阅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
认识，也受到了新的启发，参加这
次活动不仅让他们有新鲜感，而

且收获颇丰。
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此次活动旨在以读书沙龙活
动为载体， 为地区职工搭建交流
分享读书体会的平台， 让大家共
享读书乐趣，使爱读书、读好书逐
渐成为职工的良好习惯， 从而提
高地区职工的思想道德水平、文
明素质和文化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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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超） 近日，延
庆区总工会联合北京申亚菲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举办2018年延庆区
“职工技协杯”职业技能竞赛保洁
员决赛。

比赛以划点、 划片的形式进
行初赛，80名选手参赛， 经过比
拼，共50人进入决赛。决赛项目包
括木地板打蜡、擦玻璃、不锈钢材

质打油、 沙发护理、 洗手池的清
洁。比赛中，每一位参赛选手不怕
脏、不怕累，争分夺秒，各显其能。

此次竞赛全方面考查保洁员
在日常工作中的速度及质量， 使
保洁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提
升 ， 同时也为服务延庆成功创
城、 创卫、 举办世园会、 冬奥会
打基础。

延庆保洁员赛技能“迎世园助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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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7月9
日，由密云区总工会、区妇联、团
区委、区卫计委、区创卫办和相关
直属工会联合开展的 “创建国家
卫生区 享受健康好生活”主题活
动在密云区法制公园举行。 一场
科普健康教育知识， 传播健康生
活方式的宣传活动，吸引500多名
职工群众参与其中。

活动中， 密云区总工会向全
区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市民职工
发出倡议，呼吁大家要积极参与，
身体力行， 以主人翁姿态积极投
身到创卫活动中来；要从我做起，
树立新风，从自身做起，从小事抓

起，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要遵守
公德，维护市容，爱护公共设施，
做守法商户，争当文明市民；要健
康生活， 共同倡导健康文明的生
活方式； 更要齐心协力， 塑造形
象，形成“人人参与创卫，树立密
云形象”的良好社会氛围，把文明
意识、 卫生观念和良好行为习惯
撒播到密云的每一个角落。

现场， 密云区总工会、 团区
委、区卫计委、世济医院等单位设
置宣传咨询台， 现场发放各类宣
传资料2000余份。 密云区政协副
主席、 区总工会主席何丽娟带队
走进附近商铺进行检查和宣传。

刘家店小微企业谈出“立体覆盖协商”模式
将镇域内不同行业产业小微企业组织起来进行区域、行业协商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虽然
我们企业规模小，只有20名职工。
但是我们平均月薪超过3300元 ，
每年享受免费专业技能培训。”从
2010年开始， 年年协商提高职工
工资收入、增加福利待遇、维护权
益利益，推动企业发展，实现劳资
共赢， 是地处平谷区刘家店镇北
京红伟景泰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
职工的“热”话题。

刘家店镇现有16家小微非公
企业，共有职工201人 。从2010年

以来的8年间，区域企业劳资双方
在规范推进集体协商和工资协商
实践中， 成功探索了区域小微非
公企业农民工农忙季节家庭务农
增收， 农闲季节企业务工增收两
不误的“弹性用工协商”模式。

从2015年到2016年， 刘家店
镇在完善镇域小微企业劳资双方
“弹性用工协商” 模式的基础上，
又探索实践了“立体覆盖协商”模
式。 该模式把镇域内不同行业产
业的纸箱、工艺品、服装制作等小

微企业组织起来，进行区域协商；
把机械加工制造、 民俗餐饮服务
两个行业的小微企业组织起来，
进行行业协商。 该模式给足了小
微非公企业农民工平等话语权、
平衡增收权、幸福劳动权，让企业
职工有了很强的归属感。

“我们厨师、 配菜工 、 面点
工工资都实现了正常增长 ， 食
宿、 保险、 休假、 收入都有了保
障。” 丫髻山吉庆保民民俗农家
院餐厅女职工张海英在朋友圈分

享谈薪感受。
“我们是一家小微非公企业，

只有11名职工， 都是中高级别的
训犬养犬师， 企业每年进行各类
训犬养犬技能职称培训20期， 培
训时间达3个月以上， 投入培训
经费达80000元以上 ， 占企业年
利润的10%； 职工每月最高工资
达8000元以上， 最低工资达3000
元以上 ， 平均工资达 4000元以
上。” 北京金佳俊犬业有限公司
女工成晓春说。

“现在职工队伍稳定了，流失
率降低了。”北京心连心服装制衣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连松感受到谈
薪带来的好处。

去年以来， 刘家店镇区域企
业劳资双方以带薪休假、 劳动保
护、技能培训、人才奖励、工资福
利、平安生产等为重点协商议题，
进行“四必谈4+N”集体协商和工
资协商，除了职工涨工资，还有增
加职工福利， 维护职工权益和利
益的内容。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近
日， 顺义区天竺镇总工会在镇
域内奥通之星（北京）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北京天瑞汽车综合
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奥通博雅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国门
商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天竺
镇总工会服务站5家单位挂牌
成立暖心驿站， 并已正式投入
使用。

2018年，天竺镇总工会按照
上级要求， 全面推进服务型工
会建设，切实为职工办实事、办

好事。“暖心驿站”在配备桌椅、
饮水机、 微波炉等基础设施的
基础上 ， 还特别 配 备 了 充 电
器 、打气筒 、雨伞 、应急药箱、
水杯、报刊等人性化设备设施，
充分满足户外劳动者加热食
品、饮水、如厕、充电、医疗应急
救助、短暂休息等基本需求，服
务惠及地区广大环卫工人 、交
通警察、协管员、快递员等一线
职工。

在暖心驿站休息的环卫工
人老李说 ： “以前在工作间歇

时，得四处凑合着歇一歇，天冷
喝口热水、暑天能避个阴凉更成
了一种奢望”。 如今老李的 “奢
望”变成了现实，在暖心驿站里，
他们可以吃上热饭、 喝上热水、
有休息歇脚的地方了，暖心驿站
切实让户外劳动者感受到了工
会的贴心关怀。

下一步，天竺镇总工会将进
一步健全职工暖心驿站服务管
理工作，让暖心驿站能更大范围
的服务好户外劳动者，让广大职
工有遮风避雨的温馨港湾。

天竺镇5家工会“暖心驿站”挂牌成立
惠及地区环卫工人、交通警察、协管员、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

本报讯（记者 马超） 7月8日，
国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职工
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了国金黄金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工会委员会
委员及领导班子， 经费审查委员
会和女职工委员会同时选举。这
意味着国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工
会正式成立。

会上， 国金黄金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宣布建立职工关爱互助基
金， 公司董事长及公司高管进行
了现场捐款， 款项用于对职工的
关爱和帮扶。

据悉， 国金黄金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于2008年，现有员工10000
余人，是平谷区的纳税大户。国金
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工会的成立，
将让职工更有归属感。

国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工会成立

深入一线送清凉 工会关爱暖人心

解解暑暑西西瓜瓜
添添动动力力

昨天，北京市政路桥总承包二部西安地铁六号线项目部为一线施工
人员送去西瓜等清凉解暑品，为他们增添工作动力。西安地铁丈八六路
站主体结构正在紧张施工中，目前已完成总量的82%，计划9月中旬全部
完成。今年，总承包二部将款项下发，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项目部将根据自
身特点为一线施工人员发放清凉物资。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密云工会倡议“健康生活”

龙潭职工分享读书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