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国资资公公司司女女工工
感感受受幸幸福福三三月月

7日，北京国资公司举办了以
“女职工的美好生活” 为主题的
“三八”节活动。来自北京国资公
司系统400多名女职工现场体验
了养生沙龙、花艺培训、观看跳水
比赛等独具特色的服务项目。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摄影报道

太平人寿女职工自制口红愉悦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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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3月7
日， 太平人寿北京分公司工会
联合女工委举办了一场以 “定
制美丽， 魅彩人生” 为主题的
DIY口红“三八”女神节活动。

当天， 老师首先为大家介
绍了口红的基础知识及发展历
史， 随后介绍了制作过程及注
意事项， 并带领大家一步步制
作， 过程中还为大家讲解了女
性日常护理的很多小技巧 。经

过了各道工序后， 最终一支支
色彩各异、 娇艳欲滴的口红从
职工手中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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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绿化办深入田间助力大兴女性创业
本报讯 （记者 张瞳 通讯员

向徳忠 ）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
化局 （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工会了解到，“三八” 节来临，市
园林绿化局、北京农林科学院林
果研究院以及市园林绿化局产
业发展处、义务植树处相关工作
人员来到北京圣泽林生态果业
有限公司慰问这里的创业女性，
给她们带来了节日的祝福和在

创业技术方面的帮助。
在市园林绿化局的支持和

帮助下，北京圣泽林生态果业有
限公司邀请果树专家针对园区
主要负责人曹雨提出的如何让
果树多结果、 结优果等问题，结
合园区内的四大类果树，分类诊
断把脉，从果树剪枝、浇水施肥、
病虫防护、果园管护等方面一一
进行，为创业女性现场详细讲解

和示范， 为优化果树的品质，促
进果树产业绿色、现代、高效发
展，提供了实用技术支撑。

市园林绿化局作为市“双学
双比”竞赛活动协调小组办公室
的成员单位，今后将继续发挥行
业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深入基
层，深入田间地头，为郊区林果
产业方面的妇字号基地提供创
业指导、科技支撑和跟踪服务。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3月13
日上午，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 （扩大 ） 专题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的意见》。 邀请中央党校党建
部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主任、 中
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专家组成员宋福范教授作题为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的意见》 的专题辅导报告。

专题辅导报告以 “以政治建
设为统领 全面从严治党” 为题，

从重大意义、 总体思路、 战略部
署三个方面 ， 系统深入解读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的意见》 的主要内容。 其中，
对于发挥包括工会在内的群团组
织作用， 也进行了深入解读。

与会工会干部认为， 今天的
授课， 对深刻领会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的意义 、 目的 、 任务 、 要
求， 扎实做好市总工会系统党的
政治建设各项工作， 具有现实指
导意义。 今后， 将按照 《意见 》

要求， 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 大
局意识、 核心意识 、 看齐意识 ，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把加强党的
政 治 建 设 各 方 面 工 作 抓 紧 抓
实抓好。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市总机
关副处级以上干部、 各直属事业
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协会负责人
参加学习。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
副书记 、 副主席潘建新主持学
习会。

市总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
员 司佳） 近日， 东城区崇外街
道总工会组织辖区女职工参加
了2019年度女职工 “品味甜蜜
生活， 感受幸福味道” 庆 “三
八” 烘焙活动。

在和谐温馨的气氛中， 女
职工认真学习蛋糕的制作。 在

老师和助教的耐心指导下， 学
员们都掌握了简单的黑森林蛋
糕的制作技能， 并把自制的快
乐化作了甜蜜的分享。 此次活
动的开展， 增加了女职工的沟
通与交流， 让她们在紧张的工
作之余放松心情， 舒缓工作压
力， 提升幸福指数。

全面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不断开创首都工会工作新局面
北京市工会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提出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13日上
午， 北京市工会全面从严治党暨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召开。 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和工会
工作的重要论述， 总结回顾2018
年党建工作， 部署2019年主要任
务，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高
党的建设质量， 为推动首都工会
事业创新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
力和坚强的组织保障。 北京市总
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郑默杰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市

纪委市监委驻市总纪检监察组组
长王彦传达了中共北京市纪委第
十二届四次会议精神。 市总工会
机关党委书记司建作了题为 《围
绕中心 服务大局 以党建工作新
成效促工会工作新发展》 的2018
年市总工会党建工作报告。

郑默杰指出， 全市工会系统
要深化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一是
突出政治统领， 确保首都工会工
作正确的政治方向。 要始终把政
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 要主动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要严格党内政
治生活。二是加强思想引领，坚持
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要认真践
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对职
工的思想政治引领； 要始终坚持
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三是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压紧压实管
党治党责任。 要充分认识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责任的重要意义；要
坚持问题导向，认真落实责任；要
持续开展“四风”督查，继续紧盯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不放
松。四是踩准点发好力，扎实推进
工会重点工作任务落实。 要全力
保证市总工会承担国庆70周年相
关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要确保北

京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胜利
召开； 要大力推进工会改革向纵
深发展。

郑默杰强调 ，2019年是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国庆系列庆祝活
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世界园艺博览会、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
都将在北京举行。 各级工会要进
一步增强忧患意识， 提高政治敏
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要加强对职
工的思想政治引领、 政治经济权
益维护， 扎实做好对职工群众的
服务， 特别是对困难职工的救助
帮扶，充分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 竭诚服务职工群众” 基本职
责， 切实维护劳动关系领域政治
安全。

会上， 市总党组书记与党组
成员代表、 党组成员与事业单位
代表分别签订了 《全面从严治党
责任书》。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
副主席潘建新主持会议。 北京市
总工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各区总工会、 经济技术开发区总
工会党组书记，各产业工会、市总
工会机关各部门副处级（含）以上
干部， 市总工会直属事业单位班
子成员、协会负责人出席会议。

崇外街道女职工品味“甜蜜生活”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
员 张艳）“您的工作压力比较大
吧 ？”“您是不是最近着凉了 ？”
这是北京房地天宇特种设备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工会近日开展
的女职工健康咨询活动现场。

为提升女职工健康理念 、
普及健康知识， 公司工会特别
请来中医养生研究院治未病中

心医师为女职工把脉问诊 、检
查颈椎、腰椎等，根据症状为大
家做拔罐、 刮痧、 针灸调理治
疗， 并从中医理疗保健的角度
为大家普及治未病、健康养生、
预防疾病、缓解压力的知识。此
次健康咨询活动使女职工更加
认识到改变不良生活习惯 、加
强锻炼及合理饮食的重要性。

房地天宇公司工会邀专家话养生煤煤热热院院女女职职工工
体体验验““压压花花相相框框””

8日， 北京煤热院举行了
“压花相框”手工制作活动。在
老师指导下，女职工发挥想象
力， 在相框中描绘出百花争
艳、蜗牛漫步、金鱼畅游等多
幅春天的画面，更有女职工制
作出了可爱的 “小猪佩奇”。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西城区总开展机构改革 机关设7个部室
本报讯（记者 陈曦） 记者昨

天获悉， 西城区总工会将开展机
构改革。改革后，区总工会机关将
设党建工作部、权益维护部、宣教
网络部等6个部室、1个办公室以
及3个事业单位。

西城区总工会高度重视工会
改革，去年8月以来开展了大量前
期工作。此次，区总工会机构改革
后， 机关将设党建工作部、 办公
室、财务资产部、权益维护部、基
层工作部、职工发展部、宣教网络
部共6个部室和1个办公室。同时，
还将设置西城区职工服务中心、
西城区职工文化宫、 西城区职工

技能交流创新中心3个事业单位。
据悉，近期，西城区总工会将

按照新的机构设置， 及时做好部
室名称的变更和挂牌工作；在1个
月内理顺工作职责， 完成相关交
接工作；在1个月内完成新部室工
作的预算，确保经费随工作划拨；
根据新调整的职责， 落实好平时
考核任务； 结合西城工会二届九
次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 研究制
定各部室具体工作计划， 形成全
年工作账单。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张中喜说，“我们将从
新的起点开始， 努力做新时代的
追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