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昨
天，“弘扬传统文化、 绽放幸福
笑脸”庆祝“三八”节活动举行。
来自市园林绿化局、 市园林绿
化企业工会联合会、 北京二商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女劳模、
先进代表、 女工干部以及一线
女职工代表350人参加了活动。

女职工纷纷登场， 表演精
彩的节目。 北京花乡花木集团
有限公司职工关凯丽、 赵国扬
的插花表演《花九锡》，展示了
唐代宫廷插花的盛景和提倡

“花画合一”、 追求多层次的雅
趣和艺术化的生活景象。 北京
市园林绿化行业女职工贾婉 、
李维等表演的《旗袍秀》，演绎
着东方女性的神韵与风情。北
京市园林绿化行业巾帼风采宣
传片 《奋斗新时代， 展现新作
为》，讴歌了园林绿化战线上的
女职工， 在首都生态文明建设
中，巾帼不让须眉的敬业精神。
互动节目 《二商园林旗袍秀》
中，200名女职工脱下工作服 ，
身着旗袍， 手举花折伞婷婷走

来，组成7簇大花图案，祝福祖
国繁荣昌盛。

据悉，“三八”节前一个月，
市园林绿化局工会开展了为全
行业女职工代表免费拍摄幸福
笑脸活动，向200名首都园林绿
化行业和北京二商集团有限公
司女劳模先进、 女职工代表赠
送16英寸笑脸照片， 并评出了
一二三等奖。 北京市园林绿化
局、北京二商集团、市园林绿化
企业工会联合会共有30名女职
工获得最美巾帼笑脸奖励。

350名园林和二商女职工秀才艺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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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典
型选树宣传、多渠道普法维权、
多角度暖心关爱……昨天，记
者从顺义区总工会获悉，在“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
区总工会以搭建女职工发展平
台、 助力女职工全面成长为主
题， 将组织开展一系列主题鲜
明、 内容丰富的线上线下庆祝
活动， 探索建立女职工服务活
动品牌。

活动中， 将深入挖掘一线
企业中的“女工匠”，通过视频
播放、现场采访、故事讲述、才
艺展示等多种形式， 开展先进
女职工选树、表彰、宣传活动，
树立行业典型。 同时将通过多
种形式培养女性专业人才，引

导广大女职工积极参与提升素
质建功立业工程和巾帼建功活
动， 主动参与企业经济技术创
新及合理化建议、劳动竞赛、技
能比武等活动。

以“树立女职工法律意识，
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为主题，
顺义区总工会将在本月开展女
职工维权行动月活动。期间，组
织基层女工干部参加 “女职工
特殊权益保护知识竞赛”，向基
层工会女职工发放 《女职工维
权温暖手册》等宣传材料。

备受欢迎的 “温情三月，
呵护心灵” 女职工心理关爱服
务持续开展。将围绕家庭建设、
亲子关系、女性情感、职场压力
疏解等方面， 为基层工会干部

和女职工提供心理健康知识讲
座；继续推动“母婴关爱室”建
设， 依托职工之家建设， 为孕
期、 哺乳期女职工提供贴心服
务；继续推动“在职女职工特殊
疾病互助保障活动”，提高女职
工参保率；开展“三月女性励志
电影展播”活动，通过顺义工会
网站和“顺义工会”公众号提前
发布电影放映信息。

此外，“三八”节前后，围绕
女职工在工作生活中的需求，
区总工会将组织女职工参与文
化、体育、礼仪、身心健康等活
动 ，开展读书 、绘画 、书法 、舞
蹈、瑜伽、插花、烹饪等培训班、
兴趣小组， 帮助女职工舒缓工
作压力，丰富业余文化生活。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2月28
日 ， 在东城职介中心的二楼大
厅， 交道口街道总工会与东城职
介中心联合举办了第七届 “温暖
南锣、 春风送岗” 专场招聘会，
旨在搭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相互
交流的平台， 为辖区待岗职工、
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就业服务。

此次招聘会共有20多家企业
参与， 涉及物业、 商业、 家政、
酒店、 餐饮、 文博等多个行业，
提供电工、 保洁、 服务、 文职等
岗位近400个。 吸引近百人前来
求职， 其中达成用工意向的约10
余人。 此外， 街道总工会聘请的

专职法律顾问也在招聘现场开展
安全生产政策、 女职工特殊权益
保障等法律维权咨询服务， 解答
求职人员提出的相关劳动政策法
规及福利待遇问题。

据工作人员介绍， 近年来交
道口街道总工会充分整合社会资
源， 发挥工会组织在促进就业、
稳定就业中的积极作用， 切实为
待岗职工就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缓解因非首都功能步伐加快而导
致失业职工集中求职的压力， 积
极配合东城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疏
解工作的进程， 维护劳动者劳动
就业权益。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郭祥倩）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西城
区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首都
劳动奖推荐工作部门联席会议上
获悉，今年，西城区将推荐34个先
进集体和个人， 同时将严格推荐
标准和程序。

2019年， 西城区全国五一劳
动奖状拟推荐集体5个、全国工人
先锋号拟推荐班组4个、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拟推荐个人5名、首都劳
动奖状推荐集体2个、北京市工人
先锋号推荐班组5个、首都劳动奖

章推荐个人13名。据悉，在今年的
劳模推荐工作中， 西城区将对推
荐条件严格把关，严格程序，严格
标准，严格遵照民主推荐、班子集
体研究、公示、逐级审核、逐级上
报的程序进行。

西城区委常委、 区委组织部
部长程昌宏表示，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全国五一劳动奖和首都劳
动奖推荐工作， 今年是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要充分展现新时
代西城区劳动者、 奉献者矢志奋
斗的风采。

西城今年拟推荐34个先进集体和个人

组织线上线下“三八”节庆祝活动 探索建立女工服务品牌

顺义区总将选树企业“女工匠”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快
看，我的作品完成啦，我要发朋
友圈！”近日，广外医院工会举
办“庆三八制作苔藓盆栽”主题
活动 ，70余名职工用植物 、石
头、 玩偶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
的“小世界”。

活动中， 指导老师向大家
介绍了微景观制作植物类别知

识、 盆栽整体造型设计等方面
的技巧。“材料中草类植物有嫩
绿的白发藓、 粉红的彩霞网纹
草等，此外还有土壤、石头、沙
砾、小玩偶等。大家可以根据自
己的审美进行搭配， 虽然看似
随意性很大， 但是也有其相应
的规律和技巧。”指导老师介绍
着。进入制作环节，职工们将植

物小心翼翼移植到微景观盆
中，填上营养土，搭配上植物，
几经摆弄就呈现出千姿百态的
景观，再点缀上几个小摆件，瓶
中的世界立刻变得妙趣横生。

今后， 院工会将继续结合
职工需求举办更多种类和形式
的活动，让更多职工参与其中，
感悟生命的美好、生活的曼妙。

广外医院职工制作盆栽愉悦身心

迎迎““三三八八”” 比比技技能能
近日，首钢矿业公司巾帼

精英技能竞赛落下帷幕 。近
200名女职工报名参赛。 经过
为期一周的激烈角逐， 电工、
焊工、汽车司机、炊事员等7个
工种的9名女职工夺得冠军，
并将授予 “矿业公司巾帼女
匠” 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张洋 摄影报道

女工送福到基层
昨天 ， 北京建工机施集

团工会组织了女职工 “蕙心
巧手 福送一线 ” 活动 。 当
天， 集团特别邀请了专业老
师指导女职工动手制作平安
福、 中国结等传统饰物。 女
职工将亲手编制的平安福送
到应急抢险大队、 绿色土方
车队等一线员工的手中。
本报记者 曹海英 摄影报道

交道口20多家企业送出近400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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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 为弘
扬传统文化主旋律， 进一步激励
广大干警对传统文化学习的热
情， 怀柔公安分局于近日开办了
乐器兴趣班。

据介绍， 怀柔公安分局乐器
兴趣班采取夜校方式， 利用每周
三晚上7∶00至8∶30的时间组织分
局乐器爱好者进行学习 ， 首期
教学乐器选取的是民俗乐器葫
芦丝 。 学员在老师的示范指导

下， 拿起葫芦丝按照演奏姿势进
行气息与指法的基础练习。 一堂
课下来， 学员们不仅掌握了正确
的手形控制和气息运用， 提高了
手指的灵活性与独立性， 也锻炼
了心肺等内脏的功能性。

学员们表示， 非常珍惜分局
工会提供这样的学习机会， 并将
努力克服工学矛盾， 利用业余时
间坚持参加课程学习， 使演奏技
艺得以提高。

怀柔公安分局工会为干警办乐器兴趣班

(上接第1版)
根据会议议程， 大会审查国

务院关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及2019年计划草案、 2018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19
年全国预算草案。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 丁薛
祥、 刘鹤、 许其亮、 孙春兰、 李
希、 李强、 李鸿忠、 杨洁篪、 杨
晓渡、 张又侠、 陈希、 陈全国、
陈敏尔、 胡春华、 郭声琨、 黄坤
明 、 蔡奇 、 尤权 、 魏凤和 、 王
勇 、 王毅 、 肖捷 、 赵克志 、 周
强、 张军、 张庆黎、 刘奇葆、 帕
巴拉·格列朗杰、 董建华、 万钢、
何厚铧 、 卢展工 、 王正伟 、 马
飚、 陈晓光、 梁振英、 夏宝龙、
杨传堂 、 李斌 、 巴特尔 、 汪永
清、 何立峰、 苏辉、 郑建邦、 辜

胜阻、 刘新成、 何维、 邵鸿、 高
云龙 ， 以及中央军委委员李作
成、 苗华、 张升民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 、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崔世安列席会议并在主席
台就座。

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
议的政协委员列席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解放军有关单位、 各人民团体有
关负责人列席或旁听了大会。

各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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