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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威远总结表彰年度先进

的哥的姐拜大年 除夕饺子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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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总春节为万余职工送祝福

公司改制爱心不减 十年坚守初心未变

北京公交风雨无阻接送山区学生
本报讯 （记者 张瞳） 近日，

房山区良乡五中工会主席带着一
面写有 “情系教育爱满园， 同心
协力保平安” 的锦旗送到了北京
公交客六分公司第十五车队队
长、 书记的手中。

这面锦旗的背后记录着十余
年来公交客六分公司第十五车队
接送山区学生的那份坚持。 该车

队原是凯捷风三分公司， 自2008
年起， 便开始接送房山区的山区
学生， 直至2017年4月， 因公司
改制， 凯捷风三分公司划转为北
京公交集团客六分公司第十五车
队 ， 虽然该公司的编制有所改
变， 但接送山区学生的任务未曾
改变， 一直持续到现在。

新年伊始， 该车队为了做好

2019年接送学生工作计划， 车队
队长、 书记带领班子成员来到良
乡五中开展座谈，学校校长、工会
主席、德育处校长参加座谈。大家
就接送学生安全工作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探讨， 对工作中存在的不
足和问题积极予以沟通协调。

在会上， 车队和学校就目前
学生接送管理工作取得的成效和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相互交
流， 对接送学生时间等问题进行
了全面协调， 并对下一步接送学
生班车管理工作达成了共识。 一
是接送学生以安全第一为出发
点，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完成
接送学生的任务。 学校和车队之
间相互协调， 积极沟通， 合理调
整接送学生时间， 避免造成驾驶

员疲劳驾驶的问题发生， 保证学
生正常接送。 二是提高学生的安
全意识， 从小树立文明交通、 安
全交通的理念， 使学校和社会形
成合力， 让安全教育落到实处。

通过交流， 大家一致表示会
全力配合车队接送山区学生的相
关工作， 共同做好学生的安全守
护人， 让家长们放心。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春
节期间， 房山区人大党组副书
记、常务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
赵军率队开展系列慰问活动，为
困难职工、劳模、连心共建村村
民以及奋斗在一线岗位的职工
送去党和政府的殷切关怀、工会
组织的温暖和新年祝福。

据了解， 房山区总先后慰
问全国劳模 、 市级劳模共 264
人， 送去慰问金及慰问品共计
28余万元 ； 为全区38名困难职
工， 送去慰问金29余万元， 并
看望了部分困难职工代表， 与

他们唠家常、 问困难， 鼓励他
们在党和政府以及工会组织的
帮助下， 树立信心、 努力工作，
把日子过的越来越好。

节日期间， 房山区总工会
党组赴房山区环保局、 区妇幼
保健院、 北京房安新月出租汽
车有限责任公司、 房山区水务
局长阳排水所、 房山区第三办
公区等5家一线单位， 共为5家
一线单位职工送去价值8万余元
慰问品。

此外， 他们还来到连心共
建村河北镇东庄子村现场写春

联送春联， 为村民送上慰问品，
同时看望村里18户80岁以上老
人、 低保户、 患重大疾病家庭、
优抚对象 ， 为他们送去了米 、
面、 油等慰问品。 送上连心共
建帮扶资金和慰问品共计14余
万元。 并开展 “新春送春联 幸
福暖万家” 送春联活动： 投入
经费36余万元， 组织北京市榜
书家协会书法家写 “福” 字作
品、 房山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书
法家为基层企业、 社区、 乡村
企事业单位现场撰写春联， 惠
及职工1.2万人。

慰问劳模职工 走访困难职工 探视大病家庭

春节前夕 ， 中建一局五公
司工会组织开展了迎新春为一
线农民工兄弟及职工送祝福系
列活动 ， 覆盖到西藏 、 安徽 、
湖北、 湖南、 江西等全国五个
省市自治区。

本报记者 马超 摄影报道

春联送给
一线建设者

本报讯（记者 石海芹 通讯
员 吴治英 ）2月4日上午不到10
点，万丰小吃城就聚集了众多的
的哥的姐，由“首都的士雷锋车
队” 组织的 “的哥的姐拜大年、
三十饺子送温暖”公益活动已热
闹开展了起来。“新月共产党员
车队 ”“新月爱心助老小组 ”和
“新月学雷锋小组” 的部分爱心
队员来到现场参加活动，他们只
为能让当天坚守岗位还在运营
的“的哥的姐”们吃上一份热腾
腾、香喷喷的年三十饺子。

“的哥的姐拜大年 、 三十
饺子送温暖 ” 公益活动是由
“首都的士雷锋车队” 原队长王
凤进在2018年春节时， 组织一
部分退了休的老 “的哥的姐 ”
开展起来的。 今年， 京城部分
出租车企业的12支共产党员车
队 、 爱心车队也参与了进来 。
在简单的分工后， 现场便开始
忙活起来。 大家卷起袖管， 齐
动手、 共协作， 有的剁馅、 有

的和面， 有的擀饺子皮、 有的
包饺子……很快， 一张张大案
板上便排满了密密麻麻的各色
饺子。 而在一旁， 北京的士书
画社、 丰益地书的老师们， 正
现场泼墨挥毫为的士司机们赠
字赠画， 为这个传统佳节注入
了独有的文化气息。

据了解， 4日18时到21时30
分， 主办方还在北京西站北广
场、 南广场和北京南站的西停
车场出租车待客区设立了服务
点， 将一份份热腾腾、 香喷喷
的除夕饺子送到运营在一线的
的哥的姐、 场站工作人员和有
需求的乘客手中。

“感谢工会为我们送上的祝福， 时时刻刻为咱职工着想。” 日
前， 房山区拱辰街道总工会在机关食堂， 为在1—2月生日的职工
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生日会。 拱辰街道总工会主席曹玉清表
示： 此次职工生日会的举办不仅可以增强职工的归属感， 还增强
了机关干部职工的凝聚力、 向心力， 促进了队伍和谐， 调动了职
工积极性。 本报记者 闫长禄 通讯员 王玉 摄影报道

集体生日会 饱含工会情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春
节前夕， 顺义区高丽营镇总工
会开展了 “2019年两节送温
暖” 活动， 为职工发放 “温暖
包 ”。 本次 “送温暖 ” 活动主
要面向工作在高丽营镇企业一
线的职工。

活动伊始， 各基层单位积
极响应， 领到 “温暖包” 的职
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一个小

小的 “温暖包 ”， 承载着党和
政府的浓浓关怀， 体现着工会
组织对于职工们的深情厚谊。

2019年， 高丽营镇总工会
将继续打造服务型工会， 以职
工需求为导向， 通过开展各类
服务项目， 满足职工生活、 精
神文化需求， 发挥工会组织的
服务职能， 帮助企业与职工间
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

高丽营一线职工获“温暖包”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近
日， 戎威远安全服务集团2018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暨年会庆典
活动在北京星光影视园梅地亚
酒店举行 ， 会议以 “砥砺十
年 ， 笃定前行———抢抓新机
遇 ， 增创新动能 ， 再创新辉
煌 ， 2019同心筑梦 ” 为主题 ，
全面总结回顾了集团一年来的
工作成绩， 部署了2019年的工
作任务， 表彰了23个先进集体
和131名先进个人。

会议伊始， 戎威远安全服
务集团党委书记田华山向大会
作 2018年度党建工作总结报
告； 戎威远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卫国向大会作2018年
度公司品质建设工作总结报
告； 戎威远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唐国华宣读 《戎威远
安全服务集团关于表彰2018年

度23个集体和131名先进个人
的决定 》。 之后 ， 戎威远安全
服务集团董事长吕剑向大会作
《2018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随后的年会答谢晚宴上 ，
集团员工自创自演的文艺节目
丰富多彩， 有锣鼓、 舞蹈、 独
唱 、 魔术 、 戏剧 、 小品 、 书
法、 绘画展示等， 节目演出中
穿插进行幸运抽奖。 演员们载
歌载舞， 激动人心的抽奖活动
带动晚会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