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总工会举办职工之家建设
经验交流会， 职工之家创建单位
工会主席、 部分乡镇街道园区开
发区工会主席参会。

会上， 平谷区总工会党组书
记、 常务副主席杨宝刚向2018年
市总工会示范职工之家代表颁发
职工之家经费补贴并表示祝贺。
随后， 北京大旺食品有限公司工
会主席、 北京绿都畅达科技有限

公司工会主席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详细介绍了企业工会建家情况以
及结合职工之家开展的会员服务
活动。最后，与会人员到大旺食品
有限公司职工之家职工减压室、
图书阅览室、乒乓球运动室、母婴
培训室等进行参观学习。

大家表示，工会组织将通过
“职工之家” 建设， 让职工既能
感受家的温馨， 又融入企业文化
特色， 从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平谷乡镇园区工会主席交流建家经验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1月22
日， 延庆区服务冬奥高技能滑雪
教练员提升班举行开班仪式，此
次共培训高技能滑雪教练员近
160名。

延庆区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
席、 调研员刘少强表示， 未来几
年是延庆区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职工有幸成为参与服务冬奥世园
的高技能职工， 要珍惜机遇； 要
树立底线思维， 保证自身安全；
要结合培训提升技能， 鼓励学员

参加比武、 练兵活动， 展现延庆
职工新风采。

今年， 延庆区总工会将以扎
实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
契机， 围绕服务保障冬奥世园赛
会， 做实做强劳动和技能竞赛、
职工技能培训等品牌工程， 为切
实提高职工技能水平和创新能
力， 培养选拔高技能领军人才搭
建有效平台， 努力交上服务保障
赛会和高质量绿色发展两张优异
答卷。

延庆服务冬奥滑雪教练员提升班开班

南磨房工会三送活动开启“两节”送暖
本报 讯 （记 者 刘 欣 欣 ）

近日， 朝阳区南磨房地区总工
会启动2019年 “两节送温暖 ”
活动。 一袋大米、 一桶油、 一
箱干果， 500-3000元不等的慰
问金陆续发放到一线职工、 劳
模、 困难职工、 大病住院职工
和社工手中， 也把党和政府对
职工群众的关爱和温暖送到心
坎上。

近日， 地区工委书记张启
顺、 总工会主席姬维杰一行人
先后来到退休市级劳模张德
亮、 吕玉秀和李合家里进行慰
问， 深切关心劳模生活， 感谢
劳模为地区建设做出的贡献。

今年， 南磨房地区总工会
投入30余万元送温暖专项资
金，用于开展“冬日送暖，心系
职工”为主题的送温暖活动。此
次活动有三大特点， 第一是送
关爱。通过走访企业，为一线职
工、地区劳模、困难职工、大病
住院职工、 社工等特定人群发
放慰问金、慰问品。第二是送文
化， 免费观影活动。 通过搭载
“北京工会 12351” 手机APP、
12351职工服务网，为辖区会员
免费发放2000张电影票。 第三
是送维权。 关注节日期间坚守
一线的在岗职工， 从源头上遏
制拖欠工资、恶意欠薪等行为，

确保职工权益得到保障。
姬维杰强调， 各基层工会

以“两节送温暖”活动为契机，
上下联动， 开展基层送温暖活
动，覆盖至每一名职工，尤其关
注一线职工、 节日期间加班职
工、困难职工等特殊群体。

送关爱 送文化 送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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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精准准帮帮扶扶暖暖村村民民
新春佳节将至，门头沟区总工

会职工文化艺术协会的书法艺术
家和区便民服务协会的志愿者走
进了清水镇杜家庄村和雁翅镇苇
子水村，为村民送去了服务和新春
祝福。同时，区便民服务协会的志
愿者们还免费带来了理发、 按摩、
家电维修、配钥匙、家政服务等符
合村民日常生活需求的项目。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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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艳） 继暑期
职工子女托管班为职工解决后顾
之忧， 赢得职工点赞后， 刚一放
假， 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基地总工
会的寒假托管班开班了。武术、篮
球、国学、书法等兴趣课程为孩子
们的假期增添色彩。

本次托管班由北京大兴新媒
体产业基地总工会主办。 自2019
年1月21日开始至2月22日结束，
共40名职工子女参加。 新媒体基
地总工会负责人表示， 职工子女
托管班是大兴新媒体产业基地总
工会创新服务职工、 为职工解决
后顾之忧的一项重要举措。 本次
托管班的特色课程包含武术、散
打、跆拳道、足球、篮球、国学、书
法六项，让职工子女寒假期间，不
仅在这能感受到无微不至的照
顾，同时，还能体验学习各个体育
项目，感受国学的魅力。

除了特色课程， 本次托管班
还将管理老师增加到了4名，负责
学生的看护及生活管理， 并与家
长充分沟通， 做好早晚孩子的接
送工作， 保证孩子在托管班期间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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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将成立市级教职工发展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工会全面推广工会改革试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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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北京市
教育工会近日举行第十届委员会
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市教育
工会主席张锦向大会作报告，回
顾2018年工作，部署2019年任务。
据悉， 市教育工会今年将全面推
广工会改革试点经验， 提升教职
工的职业发展和民主参与权益。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军锋出席
会议并讲话。

把提高政治站位放在首位
李军锋在讲话中表示， 2018

年， 市教育工会各级组织在组织
动员教职工建功立业、 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帮扶救助困难职工、 推进工会自
身建设等方面， 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 取得新的成绩， 发挥
了教育工会组织应有的不可替代
的作用。 教育工会的各项工作都
是以党政所需、 职工所急、 工会
所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贴近基
层 、 贴近教职工 ， 办了很多好

事、 实事， 赢得党委、 行政和广
大教职工的称赞。

他提出， 各级工会组织要切
实把提高政治站位放在首位，坚
持党对工会的领导； 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 坚持立德树人这个中
心 ，提升教师职业道德，创新青
年教师素质提升平台； 切实维护
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的合法权
益， 坚持加强工会自身建设这个
重心， 满足教职工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保证教职工共享学
校发展成果，成为教职工信得过、
靠得住、离不开的娘家人。

全面推广工会改革试点经验
2018年， 按照市总工会改革

工作的整体安排， 市教育工会督
促基层单位在同级党（工）委的领
导下完成了3项市级工会改革试
点及15项教育工会系统试点任
务， 包括工会领导班子和干部配
备向基层和劳模先进倾斜； 源头
参与民主管理建立维权机制；二

级建家服务延伸到教职工身边
等。 各项试点成果均由学校党委
讨论通过并出台制度文件， 市教
育工会将改革经验材料汇编成
册，组织基层单位学习交流。

2019年， 按照改革工作方案
安排， 市教育工会将总结2018年
改革试点经验， 向基层单位全面
推广， 督促基层单位完成改革任
务，通过组织交流学习、互查互检
等活动，确保改革成果落到实处，
不断创新手段、探索新思路、解决
新问题，将工会改革推向深入。

持续助推青年教师职业发展
2018年，市教育工会选派4名

优秀青年教师参加第四届全国青
年教师教学竞赛，获得3个一等奖
第一名和1个一等奖第二名；拨付
专项经费， 助力获奖青年教师团
队开展教研工作室建设， 在赛后
持续助推青年教师职业发展。

2019年， 市教育工会将创新
发展青教赛的品牌工作体系，与

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委等联合组
织第十一届北京高校青年教师教
学基本功比赛， 选派优秀青年教
师参加全国普教系统青教赛。对
已挂牌的青年教师先进教研工作
室和助推成果进行展示交流，通
过组织获奖教师学术交流、 专项
对抗赛等途径， 继续助推青年教
师职业发展。

据了解， 市教育工会将围绕
历届青教赛获奖教师、 高校工会
工作专家、 师德建设与青年教师
培养专家三大类别主体， 探索开
展教育工会智库建设研究， 为未
来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成立市级教职工发展委员会
2019年， 市教育工会将全力

提升教职工的职业发展和民主参
与权益，作为责任单位，将采取摄
制微电影、 宣传片， 开展巡回宣
讲、设立师德论坛等形式，持续推
进教育系统师德师风建设， 在新
时期教师队伍建设当中发挥积极

作用。 协调推动成立市级教职工
发展委员会， 探索成立基层教职
工发展委员会；设立研究课题、专
项论文等， 提升教育工会系统对
教职工群体职业发展权益的关注
度和研究层次， 努力实现教职工
职业发展权益。

此外， 市教育工会还将整合
完善服务平台， 搭载先进教职工
疗休养、教职工健康管理项目、青
年教师联谊等一批普惠制服务项
目， 对基层有特色的工作项目和
收效好的普惠制服务项目给予经
费支持； 依托教育系统丰富资源
和基层工作传统， 探索成立教职
工“兴趣汇”组织；围绕市总十四
大、市教育工会建会七十周年等，
组织教职工乒羽运动、 美好生活
体验、传统文化展示等文体活动。

当天的会还听取审议了北京
市教育工会2018年经费审查工作
报告，清华大学工会、首都师范大
学工会和海淀区教育工会进行了
工作交流。

书书写写春春联联送送劳劳模模
1月24日， 怀柔区2019年劳模

新春团拜会召开。当天，怀柔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张
书远，区政府副区长焦宝军，区政
协副主席史宗祥，区总工会党组书
记、 副主席曹岩和全区各行各业
100名劳模和先进工作者欢聚一
堂，共迎新春，区书法家协会的书
法家也为劳模书写春联送上祝福。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摄影报道

大兴新媒体工会开办职工子女托管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