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边磊）1月4日，东城区崇
文门外街道12个社区完成了社区联合工会
换届选举工作，产生了新一届社区联合工会
主席、副主席、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女职工
委员会主任和委员。

今年，崇外街道总工会在积极贯彻落实
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的基础上，根据《中国
工会章程》，按要求组织开展换届选举工作。
街道总工会要求社区工会干事及时向社区
党组织汇报，将工会换届选举工作作为一项
重要内容，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政治定力，增
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
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保证社区联合工会
换届选举工作的圆满完成。

换届中，街道总工会先后召开两次工作
部署会，分别面向社区和街道领导班子讲解
流程，同时及时下发换届材料，要求社区党
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领导社区联合工会
本届班子成员，认真学习工会换届选举工作
材料， 成立好本次换届选举的工作机构，明
确选举工作流程，落实选举工作责任，严把
职责分工关、严控人选合格关、严密流程规
范关，注意抓好社区联合工会换届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重要情况、问题督导、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并积极处置。

同时，街道社区专员作为社区联合工会
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专员，全程参与了社区
联合工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对选举程序、代
表构成、委员构成、材料审阅等工作进行了
严格把控，根据实际情况对社区联合工会换
届选举工作进行整体协调，发挥了社区专员
在社区联合工会换届选举工作中的统筹、指
导、沟通作用，做到了把有益于社区、有益于
工作、有益于发展的出色人才选进社区联合
工会三委会，为新一届社区联合工会工作注
入了新活力、新动力、新气象。

此外，街道总工会在本次换届工作中专
门派工会服务站专职工作人员为各社区联
合工会换届选举工作业务指导员，开展专项
业务的指导 、检查 、监督 、审查以及审批工
作，达到了准确对接，注重时效，积极协调，
精准落实，形成工作合力，树立“一盘棋”意
识的工作要求，对换届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问
题做到了第一时间了解、 第一时间研究、第
一时间处理，为换届选举工作的圆满完成打
好坚实的基础。

崇外12个社区联合工会完成换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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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邱勇 ） 1月9
日， 由北京市总工会主办的 “把
微笑带回家 ， 为最美劳动者点
赞” 大型公益活动颁奖和照片发
放仪式， 在中建一局北京城市副
中心职工周转房项目工地举行。
10名一线劳动者获评 “首都最美
劳动者”， 千名劳动者获赠 “微
笑” 照， 万余劳动者获赠新春大
“福包”。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党组副书记、 市总工会主席刘伟
出席活动并讲话， 市总工会党组
书记 、 副主席郑默杰参加了活
动， 市总工会副主席韩世春主持
活动。

发放仪式上， 北京市总工会
领 导 和 活 动 参 与 单 位 负 责 人
将 装 帧精美的24寸 “微笑 ” 肖
像照送到了一线劳动者代表手

中。 此次活动共为2000余名劳动
者免费拍摄了他们工作中的 “微
笑” 肖像照。 同时， 将装有保温
壶、 毛巾、 食品等春节慰问品的
大 “福包 ” 送 给 了 10000多 名
在北京参加重点工程的一线劳
动者。

来自河南的农民工易钢是中
建一局北京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
房项目上的木工， 他说： “俺长
这么大第一次照这么大、 这么精
美的照片， 还收到这么实用、 贴
心的大福包 ， 十分感谢首都人
民、 感谢工会！ 家人看到我在北
京工作很舒心 ， 一定会为我高
兴、 为我自豪的。”

作为北京市总工会 “两节”
送温暖重点活动项目， “把微笑
带回家， 为最美劳动者点赞” 活
动始终聚焦一线劳动者， 尤其是

农民工群体， 用专业摄影的形式
为他们送关爱、 送祝福。 4年来，
由北京摄影志愿者组成的拍摄队
伍， 行程数万公里， 深入生产一
线， 已免费为5000余名一线农民
工和普通劳动者拍摄了 “微笑”
肖像照， 拍摄范围已从最初的建
筑行业， 覆盖到如今的快递、 环
卫、 公交、 保安、 建筑、 制造、
矿业、 教育、 卫生、 公安、 海关
等数十个行业和领域。 该活动深
受基层工会干部和职工的肯定与
欢迎， 纷纷报名参加活动或推荐
拍摄对象。 活动连续几年在社会
上引起强烈反响。

2018年， 北京市总工会围绕
“劳动光荣” 主题， 在北京城市
副中心、 大兴国际机场、 冬奥场
馆等重点工程项目开展了 “寻找
首都最美建设者 ” 活动 。 活动

中， 北京市总工会还联手北京冬
奥组委开展了 “寻找冬奥工程最
美建设者” 活动。 摄影志愿者为
一线劳动者拍摄了2000余幅 “微
笑” 工作照， 记录下他们参与首
都 建 设 的 精 彩 瞬 间 ， 讲 述 他
们 的 劳动故事 。 在此基础上 ，
通过基层推荐、 网络点赞、 评委
会评选等环节， 评选出10名 “首
都最美劳动者”、 20名 “首都最
美劳动者” 入围奖、 10个最佳组
织单位。

刘伟主席对 “把微笑带回
家， 为最美劳动者点赞” 大型公
益活动给予高度评价， 希望该活
动不断深化、 不断创新， 通过活
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 劳动精
神、 工匠精神， 在全社会营造崇
尚劳动、 尊重劳动、 关爱劳动者
的浓厚氛围。

他强调， 一要广泛宣传 “首
都最美劳动者” 的事迹， 大力弘
扬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 激励全
市广大职工在首都转型发展中建
功立业。 二要切实保障包括农民
工在内的广大一线职工的合法权
益， 让他们在北京安全、 舒心地
工作， 工作中展现最美的微笑，
共享首都发展成果。 三要关心一
线职工的生活， 要帮助他们解决
工作生活上的困难和烦心事， 建
立工会组织常态化帮扶机制。 四
要关心一线职工的个人成长， 为
他们创造学习知识、 提高技能的
条件， 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增长
本领， 更好地为推动首都转型发
展做贡献。

本次活动还邀请了北京市曲
艺家协会青年演员为一线劳动者
带来精彩的慰问演出。

把微笑和祝福带回家 为最美劳动者点赞

市总为一线劳动者送“微笑”和“福包”
10名一线职工获评“首都最美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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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把微笑带回家，
为最美劳动者点赞”
大型公益活动获奖名单
首都最美劳动者
林清高 中建一局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项目技术员
邱 军 中铁十六局新机场北线高速公路项目指挥长
张 欣 北京同仁医院外科门诊护士长
夏振富 戎威远保安服务公司保安队长
张绍辉 北京首开集团国家速滑馆项目负责人
梁 辰 北汽集团越野车装配工
马 涛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班班长
段先军 北京城建集团新机场航站楼工程项目总工程师
韩颖娜 顺义区仁和镇干部
侯 宝 京能集团热电工程师

首都最美劳动者入围奖

(10名)

罗景英 北京城建集团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综合管廊七标段项目商务副经理
耿宝航 北京控股集团北燃实业集团北京优奈特燃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巴继庚 北京建工集团妫河国际培训中心项目部项目经理
刘清源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城市副中心项目经理部安全主管
任新宇 中建一局北京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项目工程师
张恩良 SMC (中国) 有限公司数控技术加工技术员
董新辉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供水管线建设工程工程管理
张 鹏 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新机场线项目经理
胡兴国 中建二局内蒙古国道307项目安全总监
秦 凯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复杂结构院钢结构所所长
孟剑锋 北京握拉菲首饰公司生产车间技术总监
张海松 北京住总第三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新机场公租房工程项目负责人
张 梅 顺义区80后义工社理事长
杨银喜 六必居公司传统酱菜车间主任
张 杰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通州分公司副总经理
郭闻宁 玉渊潭公园东湖湿地园管理中心管理员
王 涛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电焊工
杨龙章 中铁北京工程局新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八标段工程部部长
曲 冶 中铁二十二局大张项目工程技术部副部长
汪 奇 北京润丰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员工

最佳组织奖

(２0名)

(10个)

近日， 海淀区青龙桥街道总工会利用职工午休时间， 在华腾科技大厦一层大堂召开了
职工沟通会。 午休时间， 大厦中的职工陆续来到沟通会现场， 工会工作人员为职工发放宣
传材料， 指导职工填写 《工会会员登记表》， 帮助大家下载北京工会12351手机APP， 并详
细介绍工会医疗二次报销和各项服务活动。 现场有30名职工填写了 《登记表》， 加入了工
会组织。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午午休休时时间间促促建建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