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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一线送清凉 工会关爱暖人心

情系灾区 怀柔区总再献爱心

朝阳百人以上企业建会率达39%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近
日， 密云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
席何丽娟带队赴湖北省竹溪县对
接对口协作帮扶工作， 两地工会
签订了 《对口协作框架协议 》，
就搭建协作平台和通道、 加强工
会系统信息化协作、 建立双向维
权机制等达成一致意见。

据了解， 《对口协作框架协
议》 秉承了 “党政主导、 融入大
局” 为原则， 将两地工会对口协

作工作纳入区、 县党委、 政府和
上级工会对口协作整体框架范围
之内 ， 实现优势互补 、 互利共
赢， 加强以服务职工和精准帮扶
为重点的民生项目协作， 加强职
工服务阵地建设。

密云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为进一步加强竹溪县产业工
人和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未
来， 两地工会将启动一批协作项
目， 包括建立两地工会干部学习

交流培训机制、 积极推介生态、
环保型企业入驻竹溪， 扩宽职工
（农民工） 再就业渠道、 定期组
织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 到竹
溪县疗休养， 搭建交流沟通平台
等。 同时， 密云区总工会还将通
过推广北京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信
息系统———三级服务体系和手机
APP平台应用的成熟经验， 帮助
竹溪县搭建共享平台， 提升其信
息化应用水平， 带动提高建会率

和职工入会率， 建立完善县、 乡
镇、 村 （社区） 职工服务体系。

在建立双向维权机制方面，
两地工会在推动企业搭建劳动关
系双方对话平台， 建立集体协商
机制建设、 保障职工民主政治权
利和劳动积极权益的同时， 开展
劳动争议调解、 职工法律援助和
职工心理咨询， 完善劳资矛盾处
理机制以及应急处置机制， 构建
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等方面的合作

和交流 ， 共同维护职工 （农民
工） 的合法权益。

据悉， 密云区总工会考察团
一行还先后深入到竹溪县蒋家堰
镇、汇湾镇、新州镇等地，实地考
察对口协作工作，并慰问了5名困
难职工。 “我们希望双方能进一步
加强协作交流， 增强帮扶工作力
度，促进两地工会的开展。 ”考察
期间， 密云区总工会为竹溪县工
会捐赠扶贫资金20万元。

加强民生项目协作和职工服务阵地建设

密云、竹溪工会协作帮扶注重优势互补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
员 宋雅欣 ） 昨天一大早 ， 怀
柔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曹岩与
部分党员干部、 工会专职社会
工作者， 就带着5000余件灾区
急需生活物资来到了琉璃庙镇
赈灾物资储备点。 据悉， 这是
区总工会在向灾区捐赠补助款
后， 再次献爱心———为灾区送
来饼干、 方便面、 矿泉水、 毛
巾、 消毒皂、 拖鞋、 脸盆等急
需的生活用品。

来到琉璃庙镇后， 30名党
员 、 职工志愿者纷纷行动起
来， 卸货、 搬运、 清理灾民安
置点物资、 整治环境。 大家统
筹安排， 分组行动， 充分发挥
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深刻展
现了志愿服务精神的真谛。

据介绍 ， 为确保安全度

汛 ， 让受灾百姓顺利修复家
园， 为受灾严重地区给予贴心
的服务保障， 区总工会将持续
关注汛期防汛救灾工作进展情
况， 并向全区各级工会组织和
广大职工发布 “防汛抢险救灾

倡议书”， 号召全区各级工会
组织团结起来， 凝聚全区广大
职工力量， 积极投身防汛、 抗
洪、 救灾第一线， 为打赢防汛
抗洪救灾攻坚战贡献力量。

崔欣 摄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近
日， 中建二局 “送文化、 送清
凉、 送安康” 巡访慰问活动走
进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新机
场人才公租房项目， 全国总工
会文工团演职人员倾情演出，
为职工和工友们带来一场视听
盛宴。

活动对新机场公租房项目

的10名行为安全之星进行了表
彰， 同时为项目 “职工书屋”
赠送了书籍。 此外， 还举行了
项目农民工安全督察队授旗仪
式 ， 局工会为项目发放 “三
送” 慰问金4万元。 活动同时
展播了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
“平安中国” 活动微电影 《心
愿》， 与会领导为在场农民工

发放了生活用品和清凉慰问
品。

慰问演出环节， 全国总工
会文工团和中建二局员工联袂
为大家呈现了包括快板表演 、
歌曲、 舞蹈、 杂技、 胡琴演奏
等10余个精彩的节目。

活动在中建二局北京分公
司自编自演的 《幸福空间》 舞
蹈表演中落下帷幕， 热血男儿
脚手架上栉风沐雨， 长桥霓虹
辉映万家灯火灿烂， 现场围满
了热情观众， 农民工陶醉于演
出的欢乐氛围 ， 纷纷赞不绝
口。 “从没在项目看到过这么
精彩的节目 ， 一定要干好工
程， 做出应有的贡献。” 活动
结束后一位工友激动地说道。

据了解， 近年来， 中建二
局工会坚持开展 “三送” 巡访
慰问活动， 在为施工一线的职
工和农民工送上清凉和安康的
同时 ， 也为他们送去文化盛
宴， 真真正正地当好职工群众
的 “娘家人”。
通讯员 刘萧琼祎 张敬宜 摄

“三送”慰问走进新机场公租房项目

本报讯（记者 刘欣欣）“工
会真是咱们职工的贴心 ‘娘家
人’。”7月23日， 朝阳区政协副
主席、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张永新带队， 先后来到朝阳区
税务局和朝阳区创建全国卫生

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为正
在工作的会员送上一份清凉。

近期， 朝阳区总工会持续
开展为一线急、 难、 险、 重单
位送清凉服务活动， 在炎热的
夏季将清凉送到会员身边。 据

了解， 此次“送清凉”活动将覆
盖朝阳区各类企业单位， 包括
环卫中心、 公安分局、 法院、
检察院 、 交通支队 、 消防支
队、 城管监察局等141家单位，
共计发放13114箱矿泉水。

朝阳区总：清凉送给急难险重单位会员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今
年上半年， 朝阳区百人以上企业
建会率达 39% ， 发展会员 3.5万
人， 这是记者从7月24日召开的
朝阳区总工会机关2018年上半年
工作总结会上了解到的。

据了解，为做好、做实“两个
覆盖”，加强工会组织建设，朝阳
区总工会今年全面推进 “一统六
联”工作。 上半年，全区工会组织
“坚持党建带群建”， 与本地区团
委、 妇联组织联合开展十九大精
神学习宣讲活动， 并充分利用党
建协调委员会分会、 社区党建服
务站、 商务楼宇党建服务站等平
台开展“六联”共建活动。

为顺利完成任务指标， 朝阳
区总工会与各基层工会签订责任
书，推动成立以街乡书记、主任挂
帅的建会领导小组， 整合街乡各
部门、群团和社区（村）各类资源，
共同促进建会工作。在双井、酒仙
桥等街乡重点推进“双沟通会”建
会模式，创新建会工作模式。

在服务职工方面， 朝阳区总
工会坚持精准、 精细、 温馨、 安
全、 普惠， 全心全意服务职工。
以把握需求、 精准服务为目标，
通过线上线下有机互动， 开展项
目138个批次， 服务会员7.4万人
次， 发放物品11万份。

在建站建家工作中， 朝阳区
总工会积极推进服务站为户外劳
动者服务和错时上下班， 推进建
会企业暖心驿站建设，链家、蒸功
夫等一批暖心驿站， 已先期投入
使用，全区街乡驿站不断完善。目
前，完成68家区级职工之家申报，
暖心驿站建设近400余家。

朝阳区政协副主席、 区总工
会党组书记、 工会主席张永新表
示， 下半年， 朝阳区总工会将持
续推进 “一统六联” 工作， 与各
群团组织联合起来， 整合资源，
发挥作用 ， 共同服务群众 。 此
外， 在 “两个覆盖” 工作的基础
上， 继续加强组织覆盖， 稳步推
进基层组织建设规范化。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 近
日， 顺义区总工会在区工人文化
宫剧场举办法治文艺大赛活动。

此次活动通过积极组织动员
基层单位报名， 最终选出13个符
合大赛主题的参赛节目。 最终，
评选出一等奖1个， 二等奖3个，
三等奖9个。 比赛结束后， 将推
荐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的节目参

加市级比赛。
一直以来 ， 为传播法律知

识， 弘扬法治精神， 顺义区总工
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
育活动。 此次比赛， 让广大职工
更加自觉尊法学法用法， 提高法
制观念， 弘扬法治精神， 为维护
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发
挥了积极作用。

顺义区总法治文艺大赛传播法律知识

近日，公交电车分公司第十一、
十二、 十四车队党支部联合开展了
“弘扬长征精神， 追忆革命历史足
迹”主题党日活动。在参观“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党史情景教育展览后
大家纷纷表示，要立足岗位，履职尽
责， 发挥好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张鸿源 摄影报道

支部联动 共度党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