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 昨
天，2019年北京市工会宣教工作
会议召开。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重要讲
话精神， 部署2019年北京市总工
会年度重点宣传工作。会议要求，
全市工会宣教工作要紧紧围绕新
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和市工
会十四大的召开这两件大事，加
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在全社会
大力弘扬“劳动光荣”价值理念。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张青
山出席会议并讲话。

北京市总工会2019年宣教工
作要点是：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积极营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浓厚氛围； 坚决筑
牢首都工会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统筹做好北京市工会十四大舆论
宣传； 切实加强和改进职工思想
政治引领工作； 全力提升工会新
闻宣传舆论引导效能； 着力丰富

活跃职工文化生活。
会议强调， 今年全市工会工

作重中之重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庆祝活动， 各级工会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主动服务大局，把在广
大职工中营造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的浓厚氛围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
务， 有效统筹好工会宣传教育资
源，在职工中精心策划开展以“劳
动光荣———与共和国同成长 与
新时代齐奋进” 为主题的系列宣
传教育活动，抓住市工会十四大、
五一、十一、“两节”等重要时间节
点，持续开展“最美劳动者”“首都
劳模工匠献礼国庆70周年”“北京
工会娘家人”、第二届“北京大工
匠”等系列宣传活动，激发职工激
情和活力， 做好国庆70周年服务
保障，立足岗位，再立新功。

劳动午报社相关负责人在会
上介绍了2018年报社工作情况和
2019年宣传报道工作安排。

张青山在讲话中说， 今年大

事喜事多、重大活动多，工会宣教
工作任务重、责任大。为此，全市
各级工会宣教干部要切实肩负起
加强对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的政治
责任，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职工听党话跟党走。同时，
在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中， 要采取
职工喜闻乐见、寓教于乐、契合职
工特点的形式，达到吸引职工、引
领职工、凝聚职工的效果。

张青山指出， 面对媒体融合
发展的形势和要求， 工会宣教工
作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 加快媒
体融合发展步伐， 不断创新传播
手段、方式，把宣传、服务职工的
内容制作得更接地气，更生动、有
趣、好看。更好地承担起工会组织
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方面的使命任务，不断
开创首都工会宣教工作新局面。

市总工会宣教部相关负责
人，各产业工会、各区总工会分管
领导和宣教部长参加了会议。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3月6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职工志愿者队伍来到西城区大栅
栏西街社区，在“家门口”为社区
居民进行义诊。当天，共有近百名
老人、残障人士享受了义诊服务。

时值学雷锋纪念日， 市总工
会首都职工志愿服务运行中心号
召和动员全市职工志愿者积极参
与到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中，此
次义诊活动就是其中一项内容。

据北康医院职工志愿者介绍，结
合大栅栏西街社区老年人、 残障
人士多的情况，此次，他们特意派
出骨科、眼科、中医科等科室的10
余名医护人员来到现场， 为老年
人提供针对性较强的义诊服务。

大栅栏西街社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社区常住居民中有近200名
老年人、残障人士，此次，深入社
区开展义诊活动， 真正把关爱送
到了他们的心坎上。 张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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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
从东城区总工会了解到， 为庆
祝 “三八 ”节 ，区总工会女职工
委员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活动， 让女职工尽享福
利、感受温暖。

其中 ，为期3天的 “建功新
时代·拼搏展风采”东城区总工
会庆“三八”女职工文化体验大
讲堂活动，分为六个板块：畅谈
劳模精神·立足岗位建功、传承
文化技艺·传播匠心精神、体验
文创互动·品味幸福生活、关爱
女职工·真情送健康 、 法律伴

“职”通和情系郧阳·共奔小康；
依托12351平台为持工会卡的
区工会女会员提供免费话剧 ；
举办第九届女职工环龙潭健步
走， 全区百余名女工感受健步
走活动的魅力与快乐。 于佳 摄

郑默杰在市服务工会一届十一次全委会上要求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3月6
日， 北京市服务工会第一届委员
会第十一次全体 （扩大） 会议召
开。 会议总结2018年工作， 部署
2019年任务， 进行了委员的替补
以及主席、常委的选举，孙宇当选
为新一届市服务工会主席。 北京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郑默
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2018年， 全系统各级工会坚
持政治引领，强化维权服务，紧密
联系职工，推进工会改革，激发基
层活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一是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国工会十七大精神；二
是发挥产业工人主力军作用，引

领职工创新创造建功新时代；三
是突出维权主责主业， 构建和谐
稳定的劳动关系； 四是竭诚服务
职工群众， 适应职工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五是推动工会改革创新，
提升服务职工的能力水平。

2019年， 服务行业各级工会
要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展一
系列庆祝活动，及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世界
园艺博览会、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等重大活动，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自觉对标对表，主动服务大局。一
要切实增强工会政治性， 承担好
团结引导广大产业职工听党话、
跟党走的政治责任； 二要切实增
强工会先进性， 团结动员产业职
工在建功新时代中发挥好主力军

作用；三要切实增强工会群众性，
履行好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天职； 四要
抓好行业工会联合会建设， 加强
对非公企业职工的服务引领；五
要加强工会自身建设， 开创产业
工会工作新局面。

郑默杰指出，2019年大事多、
喜事多。从全市整体工作来看，重
中之重的工作是做好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活动，这个是“纲”，工
会也承担了艰巨的任务， 必须高
标准完成。从工会自身来看，即将
要召开北京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
大会，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部署
未来五年的任务。

郑默杰充分肯定了市服务工
会过去一年的工作， 对进一步开

展好工作提出了意见和要求，她
说， 各级工会组织一要提高政治
站位， 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统
领，团结凝聚广大职工听党话、跟
党走。二要组织职工建功立业，为
职工搭建成长平台。 三要围绕主
业履职尽责， 切实做好维权服务
工作。

郑默杰要求， 各级工会要以
服务保障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
为契机， 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
引领工作，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
神， 鼓励广大职工用劳动创造生
活、创造幸福、创造未来，凝聚广
大职工，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 工会工作与经济形势
密切相关， 不能脱离现实的经济
基础。我们要关注职工思想动态，

保持产业职工队伍稳定， 当好党
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 引领
好职工，维护服务好职工。要深入
开展第二届北京大工匠选树活
动，努力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服
务业职工参与进来， 选拔表彰更
多的行业优秀职工， 在全社会营
造宣传弘扬工匠精神的氛围。坚
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服务职工
群众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让职工
在需要工会时能够看得见、 找得
到、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使工
会组织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 “职
工之家”，工会干部成为职工群众
信赖的 “娘家人、 贴心人”。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
主席王敬东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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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干部要尽职尽责 做职工信赖的“娘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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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弘扬“劳动光荣”价值理念
2019年北京市工会宣教工作会议召开

丰台4000名一线女职工获温馨大礼包
本报讯（记者 余翠平） “三

八”节前，丰台区总工会常务副
主席陈威、副主席刘振丽分别带
队走访慰问了丰台法院、丰台检
察院、丰台公安分局、农委疫控
中心和动物监督管理所、税务大
厅、花乡医院等18家单位，为近
4000名工作在一线岗位的女职
工送去祝福和价值约50万元的

节日大礼包。大礼包里有多种多
样的生活用品，丰富且实用。

收到礼包的女职工说：“一
份份礼包装满了丰台区总工会
对女职工的关爱，这是我们在三
八节前收到的最好礼物！我们将
立足本职岗位，学习工匠精神。”

据了解，为了纪念“三八”国
际劳动妇女节109周年， 激发女

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丰台区总工会安排
了女职工刷工会卡免费健康体
检项目（贯穿全年）、慰问一线女
工送温暖、 慰问困难女职工、女
职工节日观影、抢厨房大礼包活
动、 女职工维权热线系列活动
等， 让女职工欢度节日的同时，
惠享更多服务。

北康职工志愿者上门为老人义诊

建建工工女女职职工工
变变身身巧巧手手花花匠匠

“三八” 节前， 北京建工资
源公司工会组织公司总部20余
位女职工下基层 ， 开展 “手作
女神养成记———‘智’ 作创意生
态玻璃花园 ” 主题活动 。 在园
艺老师的指导下 ， 女职工利用
公司生产的再生骨料制作生态
玻璃花园， 瞬间变身巧手花匠。

本报记者 曹海英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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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宇当选市服务工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