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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 北京市普仁医院
“美丽三月 甜美人生 ” 蛋糕
DIY活动为女职工送上美好时
光。 活动邀请了专业烘焙老师
现场进行演示和指导， 由各责
任区选派职工代表组队现场亲
手制作蛋糕，并进行评奖。蛋糕
制作期间， 穿插了健康知识竞
答， 最终由专业蛋糕师进行现
场讲评及评选。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自自制制口口红红
扮扮靓靓心心情情

近日 ， 丰台区南苑街道
组织开展了庆 “三八” “流
光溢彩 ” 口红DIY活动 。 活
动中， 女职工们在专业老师
的指导下， 制作出了自己专
属的美丽炫彩口红， 为节日
增添一抹亮丽色彩。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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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妍） 5日，来
自北京苏宁物流各快递站点的数
百名快递员们齐聚在北京通州苏
宁物流基地二期食堂，参加“2019
快递员家宴”活动。据悉，这一活
动是北京苏宁物流特地为快递员
们推出的“团圆”计划，以此感谢
他们在一线岗位的付出。

现场， 北京苏宁易购总经理
郝嘉带领管理团队化身大厨，亲
自为快递员服务。“你们已经服务

了千千万万的消费者， 今天由我
们为你们服务！”以家宴招待家人
的形式向北京苏宁物流人的辛苦
付出表示感谢。大虾、烤鱿鱼、羊
肉串、 扇贝……忙碌了一年的快
递员们坐在一起， 品尝美味佳肴
共叙友情。“今天有机会和同事们
一起团聚交流，感觉真亲切……”
一名苏宁物流快递员笑着说。 多
才多艺的小哥还即兴演唱了 《朋
友》，赢得满堂彩。 孙妍 摄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日 ， 房山区总工会在成 人
教育中心举办 “ ‘三期 ’ 女
职 工 劳 动 保 护 法 律 知 识 培
训”。 活动邀请北京市时代九
和律师事务所、 劳动法专业律

师潘丽丽老师， 为全区女职工
干部进行培训。

潘老师就产前检查假 、陪
产假、哺乳假以及“三期”女员
工劳动合同解除、 终止保护等
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讲解。此

次法律培训受到女职工干部的
好评， 使广大基层女工干部受
益良多， 大家不仅学会了用法
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也为
今后更好地服务全区女职工工
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房山工会女职工法律知识课堂开讲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员
张帅） 记者从石景山区总工会获
悉， 为庆祝第56个学雷锋纪念日
和2019年“爱满京城”首都学雷锋
志愿服务推动日活动，5日， 石景
山区劳模志愿服务队联合八角南
路社区开展“弘扬雷锋精神 真情
服务百姓” 学雷锋公益活动。这
是 劳 模 志 愿 服 务 队 成 立 后 第
七次参加的学雷锋活动。

活动联合大众健身公司为社

区居民进行体能测试评估， 对居
民的日常身体情况进行基础测
试，如身高体重、肺活量、握力等
等，并根据评估结果，向居民推荐
了合理的锻炼方式、养生健身、养
老方式， 号召社区居民通过运动
来提高自身体质，提高免疫力。劳
模志愿服务队还为居民开展理
发、保障性住房咨询、辨认真伪商
品、居家管道维修等服务活动，得
到了社区居民的热情响应。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芳）3月1日，中建二局上海分公
司浦江万达项目志愿者把春节前
从浦江二中捐赠的800多本课外
阅读书籍进行整理分类， 寄往项
目工友家乡的中小学， 为留守子
女献上一份爱心。

据悉，此次“雷锋铭记心，书
香寄真情” 活动是浦江万达项目
党支部联合上海电信莘闵局浦江
分局党支部、 浦江二中党支部开
展的一次爱心共建活动。 书籍寄
往安徽、四川两省的三所中小学，
惠及留守儿童2000多名。 为保证
书籍受益到孩子个人， 志愿者提
前沟通各学校老师， 将寄到的书

籍摆放在学校阅览室， 方便学生
借阅。

来自安徽小学的杨老师说：
“太感谢爱心人士了，学校书籍陈
旧，很多都是上级派发，不太适合
儿童兴趣阅读， 你们为此还做了
整理分类。能看到这么多书，孩子
们一定很开心！”

中建二局爱心捐书惠及2000余工友子弟

切实做好职工服务工作 团结凝聚职工听党话跟党走
郑默杰到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调研时强调

本报讯 （记者 宋濛 ） 3月6
日，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
主席郑默杰一行就 “职工之家建
设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工作到
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调研。

调研中， 郑默杰一行到市行
政办公区A1市委开关站 、 综合
管廊分别察看站点建设及运行情
况， 召开企业干部职工和产业工
人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座谈会上， 郑默杰听取了国
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产业工人代表
发言和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副总
经理、 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王西

胜关于北京公司新时期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情况的汇报。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立足首
都发展大局 ， 积极发挥工会职
能， 着力打造听党话、 跟党走 、
具有首都特色、 首善标准、 首创
精神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 不
断出业绩、 做表率， 融入发展大
局， 在首都新时代发展中当好主
力军。 同时， 抓好 “三个服务”，
通过服好务、 聚合力， 找准企业
发展与职工成长成才交汇点， 切
实提升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 经
济地位、 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

郑默杰对国网北京电力公司
关于职工之家建设和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她
表示 ， 国网北京电力公司的工
作， 一是增强信心。 建设北京城
市副中心是千年大计， 作为副中
心建设中的重要环节， 目前电力
工程基础设施展现的成果为未来
建设发展增强了信心。 二是工作
标准高。 不论从业务标准， 企业
管理标准还是员工文化、 生活等
各方面服务标准， 国网北京市电
力公司所做的工作都符合企业现
代化发展的程度。

郑默杰在讲话时强调， 新时
期工会主要任务首先要解决政治
站位的问题。 工会的政治站位就
是团结凝聚广大职工听党话、 跟
党走， 这是党赋予群团组织的重
要政治任务； 第二要带领广大职
工建功立业， 围绕中心、 服务大
局做贡献。 工会要通过评优评先
为广大职工发展提供平台和通
道， 为企业发展形成再生动力；
第三 ， 工会需要服务 、 维权职
工。 要树立榜样标杆， 做好带头
人， 充分发挥劳模、 工匠作用。
做好普惠制服务 ， 关注职工健

康、 职工子女等切身利益， 从工
会层面为职工解决后顾之忧。 同
时要做好困难职工帮扶工作， 把
他们的困难时刻挂在心上。

在推进职工之家建设工作
上， 郑默杰指出， 要解放思想，
大胆创新。 在满足广大职工切身
需求的同时， 要通过 “个性化定
制”， 打造凸显各行业、 产业职
工特点和具有北京特点、 首都特
色的职工之家。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工
业国防工会和有关部门领导参加
调研。

怀柔区总推出女工专享系列活动
包括优惠游览响水湖长城风景区、免费瑜伽体验等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
员 宋雅欣 ） 为庆祝 “三八 ”
国际劳动妇女节， 活跃怀柔区
会员职工， 3月2日至4月7日期
间， 怀柔区总工会特开展了会
员专享系列活动， 预计可服务
该区会员近万人次。

据了解， 活动期间， 怀柔
区在职职工会员和女职工会员

可分别选择时间参与 “梅花舞
长城、 国服丽人行” 之优惠游
览北京响水湖长城风景区和
“做美丽自信女人， 健康快乐
每一天” 之免费瑜伽体验两项
活动。

在此期间， 会员们可通过
手机APP现场扫码方式优惠购
买景区门票两张 ， 共计 3000

张， 前1000人还可免费着国服
拍摄梅花主题合影照片1张。

同时， 在职女会员可现场
扫码领取北京澳荣淳瑜伽会馆
免费体验卡， 按照体验卡有效
期参加瑜伽活动。 体验卡分3
周发放， 每周发放300张 ， 共
计发放900张 。 每周会员限扫
码1次， 每次领取1张体验卡。

北京苏宁摆“家宴”答谢快递小哥

石景山劳模服务队进社区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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