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马超） 近日，中
铁建工集团昆明轨道交通4号线
装修1标项目职工在拓展基地开
展了一场团队户外拓展训练。

在开营破冰环节中， 职工迅
速完成活动分组， 熟悉拓展活动
规则并安排好各自任务。 在分组
对抗环节中，两支队伍在超音速、
同心鼓、挑战150等游戏中毫不松
懈，你追我赶，勇争第一。在分析

总结环节， 每一位职工更是积极
参与，争相发言，献计献策。

此次拓展训练展现了职工积
极向上、敢于拼搏、注重安全、注
重规范、无私无畏的精神风貌。职
工表示， 一定要把拓展训练中团
结友爱、互帮互助、不畏艰险、勇
于拼搏的精神， 融入到今后的工
作中去，为新的团队奉献力量。

通讯员 吕方 白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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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给予5000元和3000元奖励 并在全公司通报表扬

菜百公司表彰见义勇为店长和员工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 记者
近日从菜百公司获悉， 该公司对
在丰台区大红门银泰百货 “抢孩
子” 事件中见义勇为优秀店长柏
阳、 员工庞悦分别给予5000元和
3000元的现金奖励， 同时在全公
司进行通报表扬。

事发当时， 菜百首饰银泰分
店店长柏阳正在店内工作， 突然
听到了不远处传来了一名女性大
声的呼救。 他和员工庞悦立刻赶
往现场， 看到三位中老年妇女将
一位年轻女性按倒在地， 抢夺她
手中的孩子， 这名女性紧紧抱住

孩子并呼喊救命。 虽然不清楚发
生了什么， 但初为人父的直觉，
让柏阳本能地冲到前面 ， 大喊
“你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孩子，
我们报警了”， 并迅速把年轻妈
妈手中的孩子抱起。 员工庞悦也
协助拉开那三名妇女的手， 扶起
年轻妈妈， 迅速将母子带至菜百
首饰银泰店内， 并马上向银泰百
货的领导进行汇报。 银泰百货领
导及时赶到现场， 与菜百店长柏
阳一起协助年轻女性报警， 大红
门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电话后也
迅速赶到。

事发之后， 菜百公司领导高
度重视， 安排两名员工回公司总
部了解详细情况， 同时安排连锁
经营部经理全程跟进处理此事。
之后 ， 在连锁经营部经理陪同
下 ， 柏阳多次前往派出所录口
供， 为警方快速破案提供证据。

店长柏阳说： “我在菜百工
作7年多， 公司一直重视对安全
工作的培训， 告诉我们不管遇到
什么突发事件， 首先要确保人身
安全， 在此前提下， 做好事件处
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么做
是出于我们的职业本能。 ”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延庆区总工会、 区卫生计生委联
合举办了 “迎世园助冬奥” 2018
年延庆区 “职工技协杯” 基层卫
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决赛。

此次竞赛设3个赛场 ， 竞赛
形式为团体赛。 初赛中300多名
医护人员选拔而出的45名选手，
按照每组3人， 共计15支队伍进
行决赛。 比赛内容以病例实例入
手， 模拟解决慢性病和常见病，
突出社区卫生服务特点， 不仅考
核全科医生的诊疗思维、 基本功
基础、 医护人员的实操能力， 还
强化了团队成员间的协作精神。

比赛过程展现了延庆区医护人员
风采 ， 赛出了风格和水平 。 最
终， 永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得
了第一名。

2018年， 延庆区总工会围绕
区委 “全局最为关键， 时间最为
重要” 的工作思路， 紧贴世园冬
奥两大盛会服务保障， 持续举办
系列技能竞赛活动， 旨在提高延
庆区技能人才水平和加强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 在世园会冬奥会召
开之际打造一支服务水平高、 业
务能力强的保障队伍， 为两大盛
会的成功举办奠定坚实有力的人
才基础。

延庆基层卫生岗位技能竞赛决赛落幕

南锣职工今年月均工资增长21.7%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2018

年度， 东城区南锣鼓巷区域职工
月平均工资收入比上年度增长
21.7%。 这是记者近日从2018年
南锣鼓巷联合工会职工代表会议
上了解到的。

在会上签订的 《南锣鼓巷联
合工会工资集体合同》 中显示，
本年度区域职工月平均工资收入
比上年度增长21.7%， 本年度区
域职工月最低工资水平上调幅度
依然维持在高位为7.1%。

当天， 联合工会开展了第6
次 “温暖南锣、 情系职工” 困难
职工帮扶活动， 结成5对困难帮
扶对子， 并签订了帮扶协议书，
历年来共为40名职工送去了工会
的温暖。

会议还通报了2018年交道口
街道总工会工作情况， 街道总工
会坚持政治引领 ， 坚持依法维
权， 坚持精准服务， 增强了职工
的凝聚力和获得感。 交道口街道
总工会主席郑纯征表示， 南锣联

合工会将充分发挥工会的职能作
用， 抓好南锣联合工会领导班子
建设， 发挥好连接党、 政府和职
工的桥梁纽带作用。 同时， 认真
研究明年的工作， 弄清企业和职
工的诉求， 既让企业有序发展，
又促进会员权益得到保障， 做到
“双促进， 双发展”。 此外， 不断
拓展南锣联合工会的工作领域，
扩大建会和入会的覆盖面， 稳定
劳动关系， 提升品牌影响， 不断
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
日， 朝阳区劲松街道总工会召开
今年辖区内的第四次 “混合式”
企业沟通会。 劲松街道总工会领
导、 工会服务站工作人员及辖区
两家已建会企业工会代表、 五家
未建会企业负责人欢聚一堂， 畅
所欲言。

现场， 劲松街道工会工作人
员首先介绍了劲松地区工会组织
历史发展、 工会能为企业提供哪
些服务、 工会能为职工带来哪些
好处等具体内容。 已建会企业北

京康辉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工
会主席张小龙、 山水文园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联系人王晓
文对各自公司工会的组建和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了经验介绍。

随后， 现场播放了近五年朝
阳区工会工作宣传片。 观看视频
后， 未建会企业代表纷纷发言，
就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提问。
工会工作人员就企业的提问依次
作出解答， 并给所有参会的未建
会企业发放了 《北京市工会组建
指导函》。

“本次企业沟通会是今年开
展企业沟通会形式以来， 会议流
程、 讲解互动、 会场效果和建会
单位反映最好的一次， 我们将继
续加强服务与指导， 以最好的工
作状态服务于辖区企业。” 劲松
街道工会服务站常务副站长陈亮
告诉记者， 会后一小时， 已有三
家企业答复同意建立工会组织。
对于另两家尚未答复的单位， 工
会服务站工作人员将持续联系，
并筹组两支双人工作小组跟进沟
通服务。

沟通会上畅所欲言 3家企业会后同意建会

本报讯（记者 余翠平） “绿色
的水草， 细密的碎石， 嬉水的小
鱼，可爱的摆件，搭配透明的玻璃
容器”……近日，丰台区长辛店镇
总工会组织职工进行水景观生态
瓶制作。

水景观生态瓶， 就是把水生
动植物放在一个装入适量水的玻
璃瓶中，自给自足，短时间内不加
任何食物，生物皆能生存。活动现
场， 老师对水景观生态系统进行
讲解： 水景观生态瓶中的水草能
够进行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供给
鱼儿呼吸， 鱼类的排泄物可使底

砂产生氮肥， 使水草生长更为茂
盛，如此循环往复，使得瓶中生物
相互赖以生存。

“这样的活动太有意义了 ！”
职工开始进行水景观生态瓶制
作。 将碎石倒入瓶中， 用镊子小
心翼翼地将水草往瓶中栽植。 栽
植后， 利用树枝、 小配饰造景。
短短的2个小时中， 职工通过专
注的制作， 一个漂亮的生态瓶就
完成了， 特别是往瓶中加入适量
的水， 放入活灵活现的小鱼时，
那满满的喜悦之情洋溢在每个人
的脸上。

长辛店镇职工制作水景观生态瓶

民民政政职职工工
学学做做花花茶茶

近日 ， 东城区民政局 “工
会” 大讲堂又开讲啦。 课前， 局
工会征集职工意见， 围绕职工的
需求， 此次主讲的内容是秋季养
生花果茶的知识。 课堂上， 职工
们不仅了解到常见花茶的功效，
还跟着老师学习配制花茶。

本报记者 盛丽 摄影报道

顺义劳模国庆假期志愿服务丰收节
本报讯（记者 张江艳）10月2

日，正值国庆假期黄金周第二天，
北京市劳动模范李保忠、赵华等6
名劳模来到兴农天力农业园，利
用国庆节假日， 开展了劳模志愿
者服务活动。

中秋节至国庆假期期间 ，正
是天力农业园举办北京首届 “中
国农民丰收节 ” 顺义区系列活
动———收获金秋·梦回田园和北

京首届葵花节暨环球美食狂欢节
活动期间，丰收节的丰收成果展、
非遗文化展及特色乡村市集、观
光采摘及农事科普体验活动，吸
引大量游客来此分享丰收的喜
悦，感受国庆假期的欢乐。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体验丰收
成果，感受现代农业、农村、农民
的生活新面貌， 体会党和国家对
农村发展的好政策， 劳模一大早

就来到园区，给游客发放宣传册，
讲解游园须知， 普及美丽乡村建
设的新形势及发展成果， 及时回
答游客提出的问题， 推荐最佳游
园路线等， 他们热情的服务赢得
了游客的称赞。 据顺义区劳模协
会部长仇秋夫介绍， 国庆假期每
天都有劳模志愿者， 参加志愿服
务活动， 彰显了首都劳动模范热
爱劳动、服务于人民的风采。

中铁建工职工户外训练展团队风采

（上接第1版）
据介绍， 此次督导检查工作

是对近五年来全市集体协商工
作、 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设
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希望通过
联合督导检查， 能够进一步发挥
集体协商工作和协调劳动关系三
方机制在维护职工权益、 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从全市层面掌握近五年集体协商
工作、 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
设的整体情况，发现典型经验，查
找问题，推动两项工作的深化，为
下一步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
会研究制定 《北京市深化集体协
商三年行动规划 （2019-2021）》
提供参考。”市总工会权益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与此同时，各区也可
以通过互查相互交流，找出不足，

促进工作再提高。
活动当天， 督导检查小组还

走进密云当地企业， 对密云医药
药材公司、 伊利实业集团北京乳
品厂等多家非公有制企业， 密云
鼓楼街道餐饮行业集体协商等工
作相关文件， 进行实地指导和检
查， 并广泛征集了基层企业、 行
业工会特色工作方法， 以做典型
经验， 同时将予以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