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统实公司职工“猜灯谜 学法律”
本报讯（记者 崔欣 通讯

员 张滨） 为引导职工依法维
护自身合法利益 ，近日 ，北京
统实饮品有限公司工会以“猜
灯谜”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

据北京统实公司 工 会 主
席吴迪介绍 ，此次比赛的灯
谜 全 部 以 职 工 权 益 问 题 做

谜面，大家在娱乐的氛围里既
增长了法律知识，又取得了工
会法律宣传的良好效果 。 今
后 ，工会还会继续举办形式
多样的活动 ，进一步加强宣
传工会法律知识的力 度 ， 更
好 地 为 职 工 提 供 所 需 的 法
律方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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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台 一支队伍 一个竞赛 一个体系

平谷区总工会“四一个”宣传宪法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使用
专业工具设备， 学习制作原汁原
味的传统 、 经典的家常风味菜
肴； 运用大量的传统吉祥图案和
国画工笔花卉作为创作的载体，
学习采用不同的手绘技法在铅笔
袋、 购物袋上进行艺术装饰手绘
片……东城区2018职业技能培训
班近日开班， 700多名职工参加
培训。

据了解， 今年的职业技能培
训开设了数独、 陶艺、 剪纸、 数
码照片修图、 电子相册制作、 制
作批量文档、 精品咖啡、 西式面
点 、 出国旅游英语 、 成为职场
PPT高手的6个锦囊 、 人人能学

会的PPT动画技巧、 说说会计那
点 事———会 计 要 素 、 思 维 导
图———提升职场工作效能的秘密
武器、 做好职工规划助力幸福人
生等16门课程。 同时， 工会兴趣
班开设家宴美食、 快乐烘焙、 手
工巧克力制作 、 茶艺 、 手绘达
人、 衍纸艺术、 高效办公、 GET
新技能视频编辑、 让你的PPT与
众不同等9门课程。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
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兴趣班在征
求职工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确定
课程， 并选择专业学校及经验丰
富的老师授课， 使学员获得真正
的知识及技能提升。 边磊 摄

本报讯（记者 马超） 12月4
日是第五个国家宪法日， 也将
迎来第一个 “宪法宣传周”。平
谷区总工会“四一个”开展宪法
宣传活动，要求各级工会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的宪法宣传活
动，号召工会会员积极参与。

“一个平台 ” 即搭建新媒
体宣传平台 ， 利用 “平谷工
会” 微信公众号制发 “弘扬宪
法精神、 建设法治中国” 专题

微信宣传活动， 内容包括宪法
短片、 宪法推荐书籍等， 引导
职工会员进行广泛宣传。 “一
支队伍” 即组建宪法普法志愿
者队伍。 依托工会社工建立普
法志愿者队伍， 在区电影院门
口以宪法日活动为契机开展宪
法宣传活动， 发放宪法宣传材
料 ， 为全区百姓讲解宪法知
识。 “一个竞赛” 即开展宪法
答题活动。 围绕宪法内容、 全

区重点工作、 党员应知应会名
词解释开展答题活动 ， 区 总
工会机关 39名党员通过手写
笔答全面了解宪法知识和党员
必备常识。 “一个体系” 即利
用小三级服务体系开展宪法普
法宣传 。 23个基层总工会在
辖区主要街道、 人口密集区摆
摊设点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重
点围绕宪法内容和知识向过往
人群进行普及。

12·4国家宪法日 工会普法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市房
地产服务行业工会联合会工作创
新交流会近日在北京职工服务中
心召开。 北京市建筑工会主席宋
丽静到会讲话。 会议由市建筑
工会副主席兼市房地产服务行
业工会联合会主席曾爱国主持。
北京链家、 我爱我家、 中原地产
等11家房地产服务行业企业工会
负责人、 职工代表等20余人参加
了会议。

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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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大精神以及市总工会学习贯
彻工会十七大精神的要求 ， 同
时， 学习传达了全国总工会关于
在房地产经纪行业组建工会和中
国海员建设工会推进房地产中介
员组建工会经验交流会精神。

与会人员结合2018年各自重
点和特色工作进行了介绍 ， 对
2019年主要工作， 尤其是在职工
队伍建设 、 工会作用发 挥 、 职
工权益维护和服务方面进行了
研讨交流。 各单位还就如何开展
市房地产服务行业经纪人服务技

能竞赛进行了讨论， 提出了建设
性意见。

会议还安排北京链家公司工
会介绍了职工之家和暖心驿站建
设的经验。 链家工会在全市建立
了275个暖心驿站， 为单位员工、
社区居民、 社会大众提供十多项
免费服务， 得到一致好评， 尤其
是将党员示范岗和暖心驿站服务
结合， 依靠党员群体模范带头作
用， 提升暖心驿站的服务功能和
社会价值。

在听取了各单位交流发言
后， 宋丽静表示， 房地产服务行
业工会联合会及各企业工会在发
挥工会作用 、 促进职工队伍建
设、 维护职工权益、 服务职工需
要、 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 期待2019年房地产
服务行业工会联合会及各单位在
服务职工和促进行业职工队伍建
设方面有新的更大的进步， 尤其
希望通过举办行业服务技能竞
赛， 选出行业技能标兵和模范职
工， 为北京市房地产经纪行业从
业者树立标杆榜样， 促进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

房地产服务行业交流取经工会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曦） 看《宪
法》宣传片、听普法相声、参与
《宪法》知识有奖答题……今年
12月4日是第五个国家宪法日，
也将迎来“宪法宣传周”，西城
区总工会将组织开展线上线下
宪法宣传学习、 送法进一线班
组、现场法律知识咨询解答、职
工法律知识竞赛等丰富多彩、
各具特色的法制宣传活动。

据悉， 今年国家宪法日集
中宣传活动从2018年11月下旬

至12月下旬，为期1个月。其中，
“宪法宣传周” 从2018年12月2
日至12月8日，共7天。宣传主题
为“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
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记者了解到， 西城区总工
会将集中一段时间在全区工会
系统开展2018年“宪法宣传周”
宣传活动， 广泛开展宪法学习
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更好地发挥宪
法在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中的重大作用。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全区各级工会组织要把学
习宣传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这次
“宪法宣传周” 的首要政治任
务，加大学习力度，使之入脑入
心， 增强广大工会干部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
性和坚定性， 提升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能力。

看《宪法》宣传片 听普法相声 做《宪法》知识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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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法法宣宣传传
走走上上街街头头

近日， 门头沟区总工会在
新桥大街开展了以 “知法、 懂
法、 守法， 共谱和谐劳动关系
乐章” 为主题的普法活动。 活
动中， 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的律师向市民普及了 《工
会法》 和 《劳动合同法》， 并
针对现场市民提出的问题做出
了耐心的解答。 同时， 工作人
员向市民发放了宣传折页等普
法宣传品共计150余份。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工工会会摆摆摊摊
送送法法上上门门

昨天，房山区良乡镇总工
会联合司法所、 良乡镇妇联、
流管办、综治办、安全科等部
门，在良乡镇红都工厂店前开
展了“12·4”国家宪法日宣传
活动。活动现场重点宣传了宪
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
义务、工会法律服务、妇女权
益保障、反家庭暴力、消费维
权、产品质量保障、 侵权行为
表现等方面的知识。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西城工会将开展系列法制宣传活动

(上接第1版) 工会法律服务和法
律援助机构要将农民工工资支付
纳入重点援助范围， 为他们提供
优质、 高效的公益法律服务。 三
要加强对重点企业的监控， 对可
能发生较大数额的工资拖欠并引
发群体性事件的企业要积极推动
督促检查， 并及时发出预警， 督
促企业及时解决欠薪。 四要加大
对困难农民工的帮扶救助力度。
在 “两节” 送温暖活动中， 把推
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为
一项重要内容， 深入农民工集中
的行业和区域， 把因工资被拖欠
出现暂时性生活困难的农民工纳
入工会帮扶范围， 依法依规及时
给予救助。

张青山在讲话中指出， 作为
职工的 “娘家人”， 更应该带着
对农民工兄弟的真挚情感， 真正
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
作责任落实到位。 各级工会组织
要深刻把握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
的重大意义， 深刻把握当前治欠
保支工作面临的复杂的形势， 深
刻把握做好治欠保支工作的目标
任务， 突出重点、 攻克难点， 重
点做好隐患排查工作， 建立畅通
的维权通道， 加强宣传引导和服
务力度， 推动各项工作机制的建
立和落实，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
扎实过硬的作风、 真抓实干的精
神， 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确保目
标任务的如期完成。

东城700余职工走进职业技能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