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上门门送送关关爱爱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

际， 房山区窦店镇总工会主
席杜福山率队走访慰问了全
国劳模仉锁忠， 为他带去了
党和工会组织的深切关怀与
新年祝福。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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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记者
昨天从昌平区总工会获悉，北京
国电电力新能源有限公司近日
正式签订昌平区第一份《女职工
专项保护集体合同》， 这是北七
家镇总工会在女职工保护工作
中积极推进的成果。

“2017年 国 电 公 司 建 会 之
后，在签订集体合同过程中有过

疑问。” 国电公司工会负责人表
示。经过北七家镇工会宣传和指
导，企业工会从不知、不懂，到逐
份签订独立集体合同、工资专项
协议书及女职工特殊保护专项
集体合同。在这过程中，公司行
政方代表、工会方代表和女职工
代表经过广泛调研和职工座谈，
了解女职工协商需求，经过平等

协商和集体讨论，确定女职工权
益协商内容，为正式签订《女职
工专项集体合同》打下基础。

国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的签订，
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内部管理制
度和用工行为， 既找到了强化
女职工维权工作的突破口， 又
开辟了企业民主管理的新途径。

昌平签订首份女工专项保护集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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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为环卫工人送上“暖心包”
天安门环境服务中心职工将全员值守春节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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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1月
30日， 北京市总工会来到天安
门环境服务中心进行慰问， 为
一线环卫工人送来了 “暖心包”
和保暖内衣。

“大家辛苦啦！ 天气寒冷，我
们的环卫工人每天都要在室外
持续工作几个小时，我们的城市
正是因为有了大家，才会如此干
净整洁。 希望大家多注意身体，
也希望社会各界多关心环卫职
工、一线工人。 提前祝职工们新
春快乐，阖家幸福。 ”“谢谢工会、
谢谢领导！ ”慰问活动中，市总领

导带来的问候，赢得了环卫工人
热烈的掌声。

市服务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暖心包”里物资丰富，包括
暖壶、春联、瓜子等， 对于职工
来讲非常实用。 “年货都解决
了！” 一位来自河南的环卫职工
打开 “暖心包” 欣喜地说。 “这
个春节，我们中心的职工全员值
守。 ”天安门环境服务中心党支
部书记温莹莹介绍说，冬季虽然
是他们业内的淡季，但是春节假
期，天安门游客量比较多，所以
工作量也不小。 “春节期间，我们

会组织小型联欢会、安排大家包
饺子， 尽量丰富职工的业余生
活，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过程
中， 也能感受到新年的气氛，企
业的温暖。 ”

据了解， 天安门环境服务
中心隶属于北京环卫集团机扫
公司 。 该中心作业面积28.49
万平方米， 天安门广场、 国家
博物馆周边步道、 人民大会堂
周边步道都在其作业范围内 。
中心目前有职工120多人， 职工
来自河南、 甘肃、 福建等多个
省市。

本报讯（记者 崔欣）近日，
怀柔区环卫中心工会开展 “迎
新春 比技能 展风采”残疾人劳
动技能培训 ，79名残疾职工参
加了此次培训活动。

培训班上， 老师从花的用
途、花卉的花语、花朵数量含义
等方面进行了讲解。 今年52岁
的职工贾德清有肢体残疾 ，谈
起此次活动，他说:“非常感谢中

心领导，像亲人一样对待我们，
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 我非常
喜欢花，这次学会了插花技能，
以后在家就可以亲手制作了。”

据了解，下一步 ,区环卫中
心工会将开展走访慰问， 并在
第 29个国际残疾人日来临之
际 ，开展技能大赛 、知识答题 、
运动会等系列活动,以提高他们
的生活热情，陶冶他们的情操。

怀柔环卫工会为残疾职工送技能

本报讯（记者 马超）新春佳
节即将来临之际， 石景山热电
厂领导先后看望慰问公司困难
职工、离休老干部和劳动模范，
为他们送去慰问品、 慰问金以
及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
记、 工会主席代表公司领导班
子看望慰问公司困难职工 ，与
他们促膝谈心， 倾听他们在疾
病治疗、 子女上学等方面需要
解决的困难。 在走访慰问公司

离休老干部和劳动模范时 ，领
导们详细地了解了他们的身体
及生活近况， 向他们介绍了公
司2018年生产经营工作取得的
成绩和未来的发展规划， 并对
他们为公司做出的突出贡献表
示感谢。

一直以来， 公司始终把关
心职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坚
持把 “关爱 ”二字落到深处 、细
处 、实处 ，提高职工的归属感 、
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讯 （通讯员 任媛） 新
春佳节即将来临， 电车保修厂
工会为让劳模先进和困难职工
度过一个暖心的春节， 开展了
家访慰问送温暖活动。

从1月21日起， 电保厂工会
主席、 车间的两名支部书记及
干事组成了3支家访慰问队，先
后前往25户退休劳模及困难职
工家中进行了走访慰问。 慰问

期间，厂工会主席与劳模、困难
职工们促膝交谈， 详细询问了
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同
时叮嘱坚守一线岗位的困难职
工， 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
活上的挑战。

在家访慰问的基础上 ，该
厂还向12名困难职工发放了补
助金， 实际解决他们在工作和
生活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电车保修厂工会成立家访慰问队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近
日， 顺义区北小营镇总工会在
东乌鸡村多功能厅开展 “福满
京城 春贺神州 ” 迎新春写福
字、送春联春节慰问活动。

活动现场墨香飘溢。 书法
家及书法爱好者精心创作出一
副副喜庆吉祥的春联送到村民
手中。短短半天的时间里，近百
副墨迹未干的喜庆大红春联就
被一抢而空。接下来，北小营镇
总工会将陆续开展“国学讲堂”
文化交流笔会互动活动下基

层、进企业，并精心挑选书法协
会组织中毛笔书法水平较高 、
广获认可的书法家参与。 送春
联活动将覆盖20余家独立企业
及10余家工会联合会。

北小营镇总工会墨香飘溢暖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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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情暖暖返返乡乡路路
29日，北京建工一建公司

工会开展春节走访慰问职工
活动，向外埠青年员工送去了
节日慰问，并赴困难职工家中
走访慰问。据了解，公司工会
为31名居住在大学生公寓的
外埠单身青年员工特别选购
了北京特色的食品， 以及福
字、对联等节日饰品，为他们
的返乡行囊增添了一份祝福。
本报记者 曹海英 摄影报道

铁铁路路女女职职工工享享书书香香春春运运
春运期间，为保证在岗女职工在工余时间得到充分休息，丰富

文体生活，北京铁路局天津动车客车段在职工之家内新增了一批适
合女职工阅读的图书， 让她们在使用健身器材锻炼身体的同时，也
能通过阅读陶冶身心，同时还举办了女职工书法比赛等活动丰富大
家的工余生活。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石景山热电厂工会入户送祝福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日
前， 密云区总工会召开新春劳
模座谈会， 邀请辖区20余名劳
模先进代表欢聚一堂， 在共话
如何推动工会工作更好发展的
同时， 密云区总工会邀请职工
书法家为劳模先进现场写春联、
送福字。

据了解 ， 密云区总工会已

经连续多年开展新春劳模座谈
会活动， 活动邀请辖区内的在
职劳模 、 退休劳模代表参加 ，
并就如何发挥劳模先进模范作
用； 如何营造敬劳模、 学劳模，
立足岗位， 争当先进的职场氛
围； 如何管理和服务劳模先进
等问题， 展开热烈讨论。 密云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认真听取

劳模先进的意见和建议后， 将
有益建议融入到进一步做好相
关工会工作当中来。

活动中，为感恩劳模先进一
年的辛苦工作，区总工会邀请职
工书法家现场为大家创作春联
和“福”字，希望劳模先进带着这
份新春祝福回到工作岗位上，继
续立足岗位、引领发展。

密云工会邀职工书法家为劳模送“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