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楼宇宇摆摆台台谈谈建建会会
近日，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总工会全体工作人员联合楼宇党建工作

站在同方科技大厦举办职工沟通会，以面对面的形式与职工再沟通、再
交流。沟通会前期，工会工作人员做了充分的筹备工作，先后走访了同
方科技大厦党建工作站、物业及已建会企业。 沟通会现场，工作人员向
职工详细介绍了工会政策、工会各项服务和工会卡内容，并为职工发放
工会服务手册、建会秘籍、入会宝典等宣传材料。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李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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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26
日上午， 通州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尚祖国，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
席关平， 区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徐淑兰等领导来到北京
友谊医院通州院区， 看望慰问
工作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为他
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和礼物。

在急诊科和儿科， 通州区
总工会领导一行将祝福送到了
一线， 感谢医务人员的奋勇担
当、无私奉献。精美的福包、沉
甸甸的五谷礼盒，500份节日礼

物表达了通州区总工会对一线
职工的关心和爱护。 尚祖国表
示，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试开诊，
为通州百姓带来了福祉。 过去
当地百姓看病道路远、挂号难。
现在， 优质的医疗资源来到通
州，受到大家的欢迎。通州区总
工会也将做好属地服务工作，
让辛苦付出的医务人员能感受
到工会的温暖。

北京友谊医院党委书记 、
理事长辛有清代表医院干部职
工感谢区总工会的关心和支
持。 他表示， 友谊人讲政治、

顾大局， 有奋斗精神， 得到了
各级领导认可和人民群众的信
任。 医院也将立足通州， 提升
服务， 守护百姓健康， 服务通
州发展。

通州工会500份福礼送给医务人员

为为劳劳模模
送送祝祝福福

书法家现场写福字春联 ，
送到劳模手中……28日， 东城
区总工会2019年迎新春劳模茶
话会举行， 来自全区各行各业
的劳模欢聚一堂， 共同展望新
年。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将继续帮助劳模解决工作
中的问题和生活中的困难， 让
劳模们有话能说 ， 有事能办 ，
有苦能诉， 有难能帮， 使劳模
工作不断精细化、 精准化。

本报记者 边磊 万玉藻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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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资公司建立职代会制度
第一届职代会邀职工共话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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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1月
21日至23日期间， 北京国资公司
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暨2019年度工作会。 大会邀
请职工代表共同听取审议了 《企
业年度经营工作报告》《公司2019
年财务预算》，审议并通过《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各专门工作委员会工
作简则》。其中，职工代表提案制
度将得到落实， 职工代表可通过
提出合理化建议，参与企业管理。
至此， 北京国资公司正式建立了
职代会制度， 进一步深化了企业
民主管理工作。

大会现场， 北京国资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岳鹏作了题为《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根本遵循 推动公司实现
更高质量发展》的讲话。北京国资

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裁直军作了
《2018年度公司经营工作报告 》，
并结合当前形势， 对2019年的经
营工作和重点任务进行部署。

其中， 职工代表提案制度的
建立拓宽了企业与职工直接沟通
和交流的渠道， 职工代表可通过
提案方式， 对企业改革、 规章制
度、职工劳动保护、安全生产等方
面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对有
关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提出合理
化方案等。据悉，职工代表提案专
门工作委员会将立案的提案交国
资公司群团工作部， 由群团工作
部报国资公司领导， 并责成有关
部门、单位受理。有关部门、单位
受理后，要制定落实计划和措施，
指定落实责任人，确定落实时间，
并负责组织实施。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真正落

实了职工群众参与企业管理的知
情权 、 参与权 、 表达权 、 监督
权， 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为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职工
代表大会闭幕式上， 党委书记、
董事长岳鹏就建立和完善职代会
制度提出具体要求， 他表示， 要
坚持党的领导， 准确把握职代会
的重要意义； 要健全工作机制，
扎实推进企业民主管理； 要完善
制度体系， 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 要立足发展大局， 凝聚职工
智慧和力量； 要增强履职能力，
勇于担当职责使命。 岳鹏勉励全
体职工代表强化责任担当， 团结
带动广大职工奋力实现公司第二
次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和 “十
三五” 战略规划目标， 努力为首
都发展做出新贡献。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
日， 以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 为
主题的农民工专场职工沟通会，
在朝阳区劲松街道总工会服务站
的二层会议室举办。

会前， 劲松街道总工会的工
作人员通过实地走访和电话联系
农民工相对集中的企业， 号召农
民工朋友积极参与。 现场， 朝阳
区总工会权益部携兰台律所服务
律师， 以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
为主题， 为外来务工人员讲解关

于劳动合同签订、 解除和补偿等
相关法律知识， 并为外来务工人
员近20余人提供法律咨询和疑难
问题解答， 发放工会及普法宣传
物品30余份。

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此次
职工沟通会活动使广大农民工朋
友真实感受到工会大家庭的温
暖， 切实加强职工群众特别是农
民工这一群体对于工会组织的了
解， 并增强了他们尊法守法、 自
我维权的意识。

劲松工会专场沟通会服务农民工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25日，
中铁十六局集团铁运工程有限公
司召开了2019年工资集体协商会
议， 最终确定2019年职工工资人
均增长8%，并签订了 《2019年工
资专项协议》。

经过1个多小时协商，企业方
首席代表就公司发展形势应答了
职工方提出的要求， 承诺企业要
逐步适度增长和提高职工的劳动

保障和福利水平。 来自基层女工
代表张妍说：“公司连续多年持续
为职工增长工资， 大家对公司发
展有信心，干劲越来越足。”

多年来， 铁运公司一直将工
资协商作为从源头上保障职工的
合法权益、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构建和谐企业的主要内容， 每年
为职工合理增长工资， 提升职工
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中铁十六局铁运公司职工人均涨薪8%

本报讯 （记者 阎义 ） 近
日，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总工会开
讲新年第一课———治欠保支法律
服务大讲堂。 来自辖区的环卫工
人和安保人员参加了大讲堂。

大讲堂上， 北京在明律师事
务所向环卫工人和安保人员赠送
了法律书籍和保温杯。 区总工会
副主席蔡燕霞、 朝阳门街道总工
会主席刘立东对在春节期间不能
回家过年的环卫工人和安保人员

表示慰问和感谢。 街道总工会法
律顾问刘学永律师、 北京在明律
师事务所刘勇进先后剖析了大量
各类型劳动争议案例， 告诉环卫
工人和安保人员面对企业欠薪要
用合理的方法， 理智地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维权途径为： 一是
找工会， 二是到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提起诉讼， 三是到劳动社保
部门提出自己的诉求， 四是到法
院诉讼。

朝阳门工会新年第一课为职工普法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 近
日， 来自中医研究院的高级诊疗
师来到临空经济核心区， 为职工
免费做中医理疗。 由此开启了核
心区管理委员会工会“关爱职工·
情暖临空”送温暖系列活动序幕。

活动现场设置了义诊区、体
验区和宣传区，诊疗师通过“望、
闻、问、切”为职工检查健康状况，

并提供无痛针灸、 拔罐和刮痧等
治疗服务； 现场还设立了中医健
康知识宣传版面， 诊疗师为职工
耐心讲解常见病、 慢性病的中医
防治手段， 教授颈椎保健操和穴
位按压方法， 多种形式宣传中医
文化和健康生活方式， 提升职工
健康素养， 促进职工健康生活习
惯的养成。

中医保健服务走进临空经济核心区

御御寒寒品品
进进工工地地

近日，中建二局东北分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李兵来到沭阳万达项目施工
现场，把一件件御寒保暖慰问品
送到了奋战施工一线的农民工
手中。现场，李兵详细了解施工
人员的生活情况，叮嘱大家冬天
室外作业施工跨度大、 危险源
多， 一定遵守施工安全管理规
范，注重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侯玉欣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