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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6
日， 通州区总工会举办了学习
贯彻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专题
会议， 及时学习传达了习近平
总书记同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
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 李克强
总理所作经济形势报告等主要
内容。 中国工会十七大代表、
通州区潞城镇党委委员、 总工
会主席殷文平现场解读了大会
报告并畅谈参会感受。

“这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召开
的一次重要会议。” 殷文平表

示， 大家应在充分了解参会
劳 模 代 表 的 先 进 事迹的同
时 ， 学习劳模精神 、 劳动精
神、 工匠精神， 加强工会 “强
三性” 建设， 做好副中心职工
的 “娘家人”。

“当前 ， 北京城市副中心
建设处在重要关口， 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 我们工会应团结
动员、 引导职工支持、 推动、
参与副中心建设。 要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 竭诚服务职工， 构
建副中心和谐劳动关系。” 殷
文平表示， 应同时大力开展职
工喜闻乐见的各种文化 、 体
育 、 教育活动 ， 建好职工之

家， 并整合工会法律服务内
部资源 ， 大力开展普法活动，
组织开展农民工维权专项行
动， 在为农民工讨薪、 工伤保
险等方面切实维护农民工群体
利益。

通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 区总工会主席尚祖国表
示， 要以中国工会十七大顺利
召开为契机， 继续大力推动通
州企业建会、 职工入会工作 ，
提高通州维权工作质量， 加强
对困难职工帮扶力度， 并积极
开展各类劳动竞赛， 加快建设
副中心的知识型、 技能型、 创
新型产业工人大军。

北京控股建立集团级职代会制度
本报讯（记者 马超）近日，北

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第一
次职工代表大会召开。 市国资委
副巡视员屈少波、 市总工会副主
席徐辉、 市建筑工会主席宋丽静
到会祝贺， 集团领导班子和来自
集团各单位近300余名正式代表、
列席代表参加大会。 集团党委副
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侯子波致
开幕词。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田
振清讲话。

会上， 集团党委常委、 工会
主席邢莉萍作了 《深化厂务公开
强化民主管理 为促进北控集团
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 的工作

报告。 报告全面回顾了集团近年
来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所取得
的成绩， 客观分析研判了厂务公
开民主管理面临的新形势， 明确
了集团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的指
导思想、 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徐辉高度评价了集团民主管
理所取得的成绩。 他提出， 一要
以建立集团职代会为契机发挥引
领带动作用； 二要以建立集团职
代会为契机抓好民主管理规范化
建设； 三要以建立集团职代会为
契机不断增强职工的幸福感。

屈少波要求 ， 一要围绕中
心， 服务大局， 完善企业民主管

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 ； 二
要稳中求进 ， 提质增效， 找准
民主管理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
点； 三要以人为本， 凝心聚力，
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在新征程中展
现新作为。

田振清代表北控集团党委向
大会的成功召开表示祝贺 。 他
说， 要坚持党的领导， 进一步增
强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的责任感、
使命感； 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
充分发挥职代会促进集团高质量
发展的积极作用； 要竭诚服务职
工， 更好地满足职工群众美好生
活需要。

本报讯 （记者 曹海英 通讯
员 李志坚） 昨天正值 “立冬 ”，
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开展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包饺子 知
民俗 迎立冬 ” 活动 ， 增进青年
职工对传统习俗的认知。

当天上午， 职工围着圆桌热
火朝天地包起饺子。 挤饺子、 捏
饺子， 来自五湖四海的职工包出

的饺子造型各异， 大家兴致勃勃
地切磋着技艺， 相互交流着各地
的包饺子风俗。 临近中午， 一盘
盘热腾腾的饺子出锅了， 职工们
品尝着自己和 “家人们” 亲手包
的饺子， 寒冷的天气都被暖意所
融化。 “这一碗酸汤水饺， 别提
多顺口了， 真是暖到了心窝里。”
来自陕西的侯雪边吃边说。

建工博海公司职工包饺子迎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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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6
日下午， 昌平区总工会召开四
届六次委员 （扩大） 会和年终
工作总结汇报会。 会上， 中国
工会十七大代表钮亚敏向参加
会议的基层工会主席和工会干
部， 传达了中国工会第十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精神。

钮亚敏首先介绍了中国工
会十七大盛况和参加的感受。
钮亚敏说：“习近平总书记的系
列重要讲话， 深刻总结了我们
党推进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
成功经验， 集中阐述了新时代
党中央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

作的大政方针， 在指导工运事
业和工会工作中具有重大政治
意义、深远历史意义、深刻理论
意义、鲜明实践意义。 ”接着，钮
亚敏将李克强总理作的经济形
势报告、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在
中国工会十七大所作的致词中
的内容、 中国工会十七大工作
报告，一一进行了解读。

随后， 昌平区总工会常务
副主席金光传达了市总工会在
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
（扩大） 会议上， 要求全市各
级工会组织要及时向党委汇报
习近平总书记与全总新一届领

导班子集体谈话精神和中国工
会十七大精神。

昌平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
主席郭自成提出 ， 全区各级
工会要广泛掀起学习热潮 ，
利用组织培训 、 交流研讨等
多 种 形 式 ， 加 大 宣 传 力度 ，
落实会议提出的各项新要求 。
各级工会要着眼昌平国际一流
科技新区的战略定位， 着力提
高职工队伍素质， 履行好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责， 深化工
会改革创新， 积极建设更加充
满活力、 更加坚强有力的工会
组织。

昌平区总工会

学习贯彻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
开创新时代首都工会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119”
消防日即将来临，近日，房山区窦
店镇总工会在北京航天奥祥通风
科技有限公司举办冬季安全系列
培训———《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
本次活动邀请北京应急志愿者中
级讲师田建民为职工授课。

田老师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火
灾案例，以视频、图片及文字的形
式生动地阐述了普及消防安全知

识和提升消防意识的重要性，讲
解了基本的消防知识， 火灾的危
害、火灾隐患、如何预防火灾的发
生，当火灾发生后如何逃生、如何
自救、 如何报警及如何扑救等一
系列消防安全知识。 通过此次培
训， 进一步增强了职工对消防安
全的认识， 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消
防技能， 为确保生命安全和企业
财产安全打下了坚实基础。

窦店镇工会消防知识讲座送进车间

着眼科技新区定位 深化改革创新

工工会会携携手手贫贫困困县县
山山区区特特产产领领回回家家

为了帮助贫困县特产走出大
山， 让工会会员吃上放心水果，
近日， 海淀区总工会开展了 “工
会携手产业扶贫·山区特产领回
家” 活动， 为每位会员提供产地
湖北省丹江口市的武当蜜橘20
斤， 北京市超市发负责蜜橘的运
输、 储存和发放工作。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吕福鑫）近日，中建一局华北公司
将职工捐赠的共计1684本书籍整
理打包， 交到了共青团北京市丰
台区委员会， 由他们将捐赠的书
籍寄往新疆和田地区。

据介绍， 此次捐书是中建一
局华北公司响应 “好书伴成长”

———为新疆和田地区中小学生捐
赠国语图书的号召， 组织所属分
公司和项目捐赠图书。 此次捐赠
的图书涵盖人文历史、 教辅资料
等类别的图书。 活动不仅可以提
高书籍使用率， 更能为和田中小
学生增加课外阅读量、 丰富课外
生活、拓宽视野贡献一份力量。

中建一局职工为和田学生捐赠图书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少希） 近
日， 公交保修抢修救援服务中心
在全体党员中以 “我眼中的改革
开放” 为主题开展了第八次党日
活动。职工结合实际工作、亲身经
历和切实感受对改革开放以来发
生的变化，以短文、诗歌、散文、故
事等形式畅谈感受。

党员沈承茂说：“身为一名老

党员、老公交人，更应该带领身边
的职工投身改革开放。”党员刘林
以散文的形式表达了对祖国的热
爱和对公交的奉献之情：“我庆幸
出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身为
一名抢修中心青年党员， 我更应
该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发挥党员
的带头作用。”此次活动共征集短
文、诗歌、散文176篇。

公交职工畅谈“我眼中的改革开放”

(上接第1版)
停课期间， 中小学、 幼儿园

应按照 “停课不停学” 的原则，
通过网络、 通讯等途径与家长和
学生保持联系， 提出可参考的合
理化学习建议； 应提示家长在家
对孩子进行生活和安全教育， 对
家中无照看条件， 需送到学校、
园所的学生， 学校、 园所要妥善
安排好到校学生的学习、 生活，
确保有人监管。 教师要合理调整
教学方式， 灵活安排学习内容，
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北京数字学校
网络平台和数字化资源开展自主
学习。

《预案》亦指出，在空气重污
染期间，如遇特殊情况，学校可以
根据所在地区及周边情况， 做出
相应调整，报区教委同意后实施。
高等院校要严格落实红色预警指
令的有关措施要求， 指导学生安

排好在校的学习和生活， 减少户
外活动，停止户外体育活动、社团
活动、社会实践等活动。

《预案》要求，各成员单位要
加强应急值班， 保证通讯联络畅
通，及时接收和报送信息，在每次
预警发布与解除半小时内按规定
上报落实情况。黄色预警时，各成
员单位要保持备班备勤； 橙色预
警时， 各成员单位要加强在岗值
守；红色预警时，各成员单位要全
天(含节假日)值守。

通州区总工会

团结动员职工参与城市副中心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