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春三月，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
在京召开。 人大代表们不仅要听取上
一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 更要结合自
身工作对新一年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
意见， 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献言献策。

作为一名科技企业的职工， 我很
关注企业在发展同时的环境保护问题。
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
模式创新， 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
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 将环境保
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
种新型发展模式。

绿色发展行动 ， 是指从我做起 ，
从身边做起 ， 带动家庭 ， 推动社会 ，
改变以往不恰当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模
式 ， 重新创造一种有利于保护环境 、
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平衡的生活方式。

在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中， 也要不
断地坚持绿色发展。 目前， 环境问题
是我们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同样影
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比如雾霾， 我
们需要的是蓝天绿水， 我们希望与大
自然的亲密接触。

值得一提的是， 近几年来， 我生
活的这个城市明显感觉到了环境在慢
慢地变好， 雾霾出现的次数也是越来
越少了。 希望我们的环境可以回归到
碧水蓝天。

不论是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是在生
活中， 需要的都是绿色可持续的发展，
只有不断地创造价值， 才能实现更高
的价值。 期待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能看
到更多关于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内
容， 也祝愿今年全国两会圆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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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祥倩 刘祖凤

西城职工寄语全国两会

全国两会的召开， 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大家最为关注的教育、 医疗、 住房等问题都是
两会的热点议题。 截至目前， 全总办公厅共收到各地总工会、 全国各产业工会及全总机关各
部门提交的60多件建议提案， 内容涉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困难职工帮扶脱困、 职工职
业健康安全保障、 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等方面。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工作在西城区各个基层岗位
的工会会员最关注的两会话题， 也聊一聊他们的心愿。

全国两会的召开， 作为一名工会
服务站工作人员来说， 我也在时刻关
注着大会的进展， 关注两会将会给我
们未来的工会工作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我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要为
辖区困难职工提供服务。 这些困难职
工大多数身患疾病， 无法从事重体力
劳动， 但是，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都
有着对未来越来越美好生活的规划和
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讲话中提
到， 心中最牵挂的是困难职工。 作为
各级工会组织， 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
要把这种牵挂带给基层的困难职工 ，
也把党的好政策以实实在在的方式送
到他们面前。

为了帮助广大困难职工提升幸福
感和获得感， 各级工会一直行进在探
索的道路上。 2018年底， 市总工会与
北京苏宁易购建立合作关系， 为全市
在档困难职工及家庭成员提供就业
岗位， 帮助困难职工家庭实现就业 。
此次合作提供了多个工作岗位， 以便
于困难职工根据家庭需求， 结合自身
状况， 在能力范围内选择适合自己的
工作内容， 真正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
贫困。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5年减贫与
发展高层论坛发表主旨演讲， 指出我
国计划2020年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目
前， 脱贫攻坚战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
时刻， 今年的全国两会， 将对脱贫攻
坚战提出什么样具体的意见和措施 ？
我们翘首以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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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服务困难职工
在脱贫攻坚战中
尽己所能发挥作用 北京市蜂业公司工会主席 汪平凯

小蜜蜂变大产业
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踏着春天的脚步， 两会在首都召
开 ， 作为全国蜂产品行业龙头企业 、
北京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北
京市蜂业公司， 与祖国一道， 站在新
的起点上， 以上一个改革开放40年为
基础， 谋求下一个40年的发展， 机遇
与挑战交织， 动力与压力并存。

国内保健品行业在经历了权健事
件 、 同仁堂蜂蜜造假等热点问题后 ，
仿佛进入了寒冬 。 在老百姓的面前 ，
其信任度降至冰点。 北京市蜂业公司
作为成立35周年的国有独资企业， 始
终以责任、 持续、 和谐、 共赢为核心
发展理念， 履行国企社会责任， 引领
产业蓬勃发展。

作为公司工会主席， 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教育全体职工牢固树立 “四个意
识 ”， 坚定 “四个自信 ” ，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
更大成果。

公司工会始终以公司生产经营为
主线 ， 围绕中心 ， 服务大局 ， 持续 、
开创性地开展各项工作， 突显工会组
织的政治性和先进性； 团结带领广大
会员，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维护职工权益， 不忘初心， 努力工作，
突显工会组织的群众性。

我们将通过提升品质练内功， 稳
定经营促效益， 以饱满的热情， 健康
的心态， 用严谨的产品， 过硬的质量
为祖国两会献礼。愿全国两会在认真审
议代表们的提案的同时， 更多关注蜂
产业的发展， 持续加大对蜂产业的支
持， 真正地让小蜜蜂变成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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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士金（北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李宝荣

关注小微企业经济难题
为企业发展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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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是事关民生的会议， 所
谓 “民生” 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
是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 比如住房、 医疗、 就业、
教育、 社会保障等等。

作为一名私营企业的会计人员 ，
首先， 我关注的是 “融资难” “融资
贵” 的问题， 因为这是一直困扰着我
们这些小微企业发展的难题。 在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 企业经营困难的关键
时刻 ， 解决好 “融资难 ” “融资贵 ”
问题， 对帮助我们企业转型升级、 稳
定宏观经济形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能避免公司倒闭， 员工失业。

其次， “就近看病” 是我的热盼，
“在家养老” 更是家庭理想。 因为父母
和公婆的年岁都已经在75岁以上， 能
“就近看病” 省去了他们的舟车劳顿；
而 “在家养老” 又能解决我们做儿女
的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多个老人的实际
问题。

另外， 政府工作报告中 “我们要
像对贫困宣战一样， 坚决向污染宣战”
的誓言让我们看到了防治雾霾的希望，
但我们更希望听到、 看到更具体、 更
科学的环保落实方案以及督察、 严惩
环境违法行为的 “铁拳”， 希望我们每
个人每天都能生活在 “北京蓝” 下。

全国两会的召开， 我希望代表和
委员们多多为百姓谋福利。 同时， 也
希望我们的党和政府在两会之后持续
发力， 致力于提高职工待遇， 改善生
活条件 ， 不断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 、
获得感和安全感。

北京市科瑞讯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工会 王英肖

保护环境
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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