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线线女女职职工工
走走秀秀展展风风采采

化着精致妆容， 走出自信步
伐。谁能想到，她们是整日与啤酒
生产和化验打交道的女职工。3月
8日，北京青岛啤酒三环有限公司
第二届女职工模特大赛在企业职
工之家拉开序幕， 来自一线工作
岗位的40名女职工同台走起了时
装秀。当天，公司工会还现场表彰
了2018年度“五好女职工”和“巾
帼示范岗”。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摄影报道

天竺镇“春风行动”引31家企业进场招聘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近
日， 顺义区天竺镇总工会携手
社保所举办2019年“春风行动”
就业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旨在
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 困难职
工、外来务工人员、转型企业再
就业职工等求职人员就业。

招聘会现场， 有燕京服装
有限公司、 明豪戴斯酒店有限
公司、 上海保利酒店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等 31家企业进场招
聘，提供客服、会计、前台接待、
文秘、 电工等岗位100余个，吸
引求职者350余人，初步达成就
业意向140余人。

下一步， 天竺镇总工会还
将继续助力 “春风行动 ”，提供
技能培训、 政策法律法规咨询
等各项就业服务， 帮助求职者
提升就业机会和依法维护自身
权益的意识， 更广泛地促进就
业，助力地区产业升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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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
员 李建业） 3月7日， 北京住总
集团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
举行了 “女职工5公里长走活
动 ”， 吸引了 1000余名女职工
参加。

据介绍， 此次长走活动是
北京住总集团 “女性主题月 ”
系列活动之一。 除此之外， 集
团还开展了 “三八” 节女职工
风采微信系列专题， 并将通过
对女职工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的评选， 进一步激发广大女职
工的岗位建功热情。

女职工表示 ， 要以此次长
走活动为契机， 积极锻炼身体，
保持健康心态， 以饱满的热情
投入工作中。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近
日， 房山区总工会与北京银行
房山支行一同前往房山区法院
开展职工沟通会， 同时为会员
现场办理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以及疑难解答等活动。

会上，房山区总工会基层组
织建设部对工会服务进行了宣
讲， 现场办理了新入职职工会

员信息采集、 退休职工会籍保
留， 北京银行房山支行现场为
新增会员办理了工会卡，激活、
医保关联等相关业务。

今后， 房山区总工会与北
京银行房山支行将进一步加强
合作，将以新的形式开展“双沟
通 ”，督建会 、促采集 、广宣传 ，
更好地为全区会员服务。

市工业（国防）二届二次全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3月12
日，市工业（国防）第二届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今
年将结合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
活动，总结企业改革发展经验，挖
掘广大职工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
迹等成为会议亮点。

会上，市工业（国防）工会主
席周玉忠以《凝心聚力 创新提升
团结带领广大职工以更加优异成
绩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为
题作了工作报告， 回顾了2018年
工作，部署2019年工作任务。

在市委和市总的领导下， 工
业国防系统各级工会组织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国工会十
七大精神， 注重理论武装， 强化
政治引领， 突出维权服务， 全力
深化改革， 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
绩。 2018年， 工业国防系统工会
突出思想政治引领， 广大职工听
党话、 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进一步
稳固；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产业
工人主力军作用充分彰显； 健全
维权机制， 职工合法权益得到进
一步落实； 创新载体手段， 服务
职工能力水平显著增强； 持续深
化改革， 产业工会凝聚力战斗力
明显增强。

2019年， 工业国防系统工会

工作总体思路是： 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
论述， 聚焦中国工会十七大和北
京工会十四大目标任务， 坚定正
确政治方向， 着力经济建设主战
场，强化维权服务主责主业，深化
产业系统工会和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 团结带领广大职工为推
进首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社会
和谐稳定做出新贡献。

会议部署了工业国防系统工
会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 将结合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挖

掘企业改革发展成就， 挖掘广大
职工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做
好第二届“北京大工匠”的评选，
推动各基层企业选树本单位的工
匠人才。 年内拟组织全系统微电
影、微视频大赛等活动。在汽车零
部件、家具、食品、供热、工美行业
优选工种， 继续组织参加市级行
业技能大赛。 年内拟组织一次数
控加工操作工国际交流活动。继
续探索“北京大工匠”、企业大工
匠、技能竞赛获奖者、外来务工人
员、女职工等特殊群体专项协商。
探索与高端制造企业密集地区工
会建立工会工作协调机制。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
张青山在讲话中肯定了市工业国
防工会系统过去一年的工作。 就
市工业国防工会系统如何做好工
会工作， 张青山表示， 2019年北
京大事多、 喜事多、 要事多， 各
级工会要凝聚职工跟党走、 听党
话； 要发挥工会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 要维护职工权益， 特别是关
注疏解整治促提升过程中的职
工， 要注重走民主管理程序， 及
时召开职代会； 要想多种办法帮
扶困难职工； 要聚焦工会重点工
作； 要在工作中创新工会工作方
式和方法。

房山区总携手北京银行督建会促采集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
员 杜小杭 王云） 近日，中建二
局一公司 “巾帼标兵爱心服务
队”来到顺义区 “天使之家 ”福
利院开展 “结对帮扶” 志愿活
动， 与福利院儿童开展互动游
戏，并送去百余份慰问品。

活动中， 爱心服务队的女
职工为他们唱儿歌、讲故事、折
飞机。 爱心服务队队员还注册
了天使之家的固定义工， 为20

余名困境儿童建档立卡， 进行
一对一重点帮扶， 并通过网络
呼吁社会更多的援助， 让孩子
们在大家的庇护下拥有更多关
爱、更多欢笑，健康快乐成长。

中建二局一公司 “巾帼标
兵爱心服务队” 是由该单位女
职工自发组成的志愿服务群
体， 她们每年定期在北京开展
敬老院帮扶、植树造林、关爱儿
童等社会公益活动。

中建二局一公司巾帼服务队爱心护天使

轨轨道道交交通通女女工工
走走出出健健康康自自信信

近日，北京市轨道交通建
设管理有限公司180余名女职
工到紫竹院公园参加健身徒
步，公司工会主席寅燕燕向全
体女职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希
望大家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
中继续发扬轨道女性自尊、自
信、自立、自强的独特气质。

本报记者 白莹 摄影报道

今年将总结企业改革发展经验挖掘职工先进典型

听听劳劳模模讲讲
奋奋斗斗故故事事

近日，北京建工一建工会
以 “传承劳模精神 启航靓丽
人生”为主题，在世界花卉大
观园组织女工开展“听巾帼劳
模忆峥嵘岁月、 讲述成长故
事”活动。现场，原一建公司装
饰公司副经理、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杨桂云和女职
工分享一路走来的收获和感
受，让在场女职工深受鼓舞。
本报记者 曹海英 摄影报道

住总集团千余女职工奥森健步走

杨宋镇“招聘直通车”提供千余岗位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

员 葛雨承） 近日， 怀柔区杨宋
镇总工会协同镇社保所举办了
第七届 “招聘直通车 ”活动 ，参
加当天活动的47家企业提供了
1091个岗位。

据介绍， 招聘直通车活动
是杨宋镇总工会服务建会企业
和居民的一项具体措施， 充分

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 把建
会企业与本地村民联系起来 ，
既缓解企业招工难， 又解决镇
内剩余劳动力问题。 此次提供
的岗位包括财务 、文员 、策划 、
车间操作工 、保洁员 、服务员 、
保安、电工等。在持续两小时的
招聘活动中，共有275名求职者
与企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