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1版)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表

示， 通过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中央企业加快了自身国际化进
程， 带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
增长， 也为促进全球化发挥了重
要作用。 今后中央企业将进一步
契合当地发展需求， 高标准高水
平打造精品示范工程， 努力实现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模范履行社
会责任，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举办企业家大会契合各国
企业深化务实合作、 实现互利共
赢的迫切愿望。” 中国贸促会会
长高燕说， 希望各国企业在 “一
带一路 ” 走深走实中结出新成

果， 在 “一带一路” 提质升级中
拓展新空间， 在 “一带一路” 行
稳致远中展现新作为。

“作为 ‘一带一路’ 强有力
的合作伙伴， 国际贸易中心未来
将在加大支持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 帮助中
国投资者更好地寻找外国商机等
方面发力， 努力让经济实现可持
续性发展。” 国际贸易中心执行
主任冈萨雷斯说。

全体会议后， 还举行了项目
签约和对接洽谈等活动， 一批涉
及领域宽、 覆盖国别广、 惠及民
生的中外企业合作项目在现场签
约， 并分行业、 分时段组织了近
千场次 “一对一” 对接洽谈。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23
日，由昌平区总工会、区卫计委主
办、天通苑西秀园社区协办的“回
天有我”———昌平区卫生健康系
统劳动模范义诊活动举行，7位由
昌平区各医院的医务人员组成的
“劳模志愿者服务队”走进天通苑
西秀园社区，为居民现场义诊。

此次义诊科室涉及儿科、心
内科、心血管病科、呼吸内科、外

科等多个科室， 医务人员也都是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首都劳动奖
章、 昌平劳动奖章等奖项的获得
者。活动中，劳模志愿者服务队的
医务人员通过询问、 测量血压等
方式了解居民的健康情况， 给出
科学合理的建议， 并强调合理膳
食及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身体健
康的重要影响， 引导居民们养成
良好的养生习惯。

昌平卫生系统劳模进社区爱心义诊

检检察察院院干干部部职职工工
扮扮靓靓城城市市添添新新绿绿

19日，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
三分院检察长王伟带领140余名
检察干部来到朝阳区 “互联网+
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参与了首都
义务植树活动， 干部职工亲手种
下了100株紫叶矮樱和丁香树苗，
为首都再添新绿。活动现场，干部
职工个个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到
处呈现出一片繁忙欢快的劳动场
景。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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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工友赠送书籍《咱们为什么要入会》 讲述建筑人扎根一线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24日上
午， 中建二局三公司在丰台科技
园36#地项目举办“赞劳模、当工
匠、创精品”读书会，全国劳动模
范、 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巨晓
林出席。

活动现场，巨晓林就《咱们为
什么要入会》《巨晓林工作法》分
享了写作心得， 并与在场领导一
起向工友们赠送了书籍 《咱们为
什么要入会》。

读书会上， 中建二局三公司

廊坊市悦居时代项目党支部书记
张占荣向在场工人讲述了自己扎
根一线的故事。 作为2019年河北
省劳动模范荣誉获得者， 他谈了
自己的心得体会， 深情讲述了关
爱农民工、 培养青年农民工朱文
斌的往事， 获得了现场工友的阵
阵掌声。

项目安装工人和旭被工友们
亲切的称为“高空蜘蛛人”，他向
工友讲述在施工中， 如何克服高
空行走的恐惧， 并将工作做到极

致。在分享完个人故事后，他朗诵
了《奋斗才会成功》选段，现场工
人深受感动。 来自劳务队的安全
管理员朱陆军为大家朗诵了 《用
拼搏描绘明天》选段，他结合文章
带来的感悟，联系工作实际，讲述
了自己带病坚持工作的故事，赢
得工友的一致夸赞。

这些普通的建筑人， 通过自
己的经历， 将建筑工人的职业水
平、工匠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唯
有匠心， 不负时光。 一位工友表

示，作为普通人，我们只看得见已
经建好的一栋栋匠心建筑， 通过
他们的分享，才看到匠人的情怀。

此前， 中建二局三公司开展
了一系列读书活动，打造了“三品
书屋”， 成立了 “女职工读书沙
龙”，依托“职工书屋”，真正做到
提高职工文化素质、 丰富职工群
众业余文化生活。同时，在职工中
广泛开展读书活动， 为职工树立
终身学习、终身受益的学习理念，
将“学者态度 工匠精神 ”融汇到

企业生产管理各项工作中。
目前，中建二局三公司“职工

书屋”除了图书阅览、借阅等基本
功能， 公司工会还通过开展多种
技能培训、融入企业文化建设、结
合志愿服务等方式将“职工书屋”
与员工紧密联系在一起； 并根据
项目团队风格的不同， 衍生出文
艺风书屋、红色党建风书屋、与休
闲娱乐相结合的多功能风格书
屋、 与军旅工程风格相呼应的红
星书屋。

北汽九龙劳模工作室推出“小圆镜”服务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我

是小圆镜， 愿做你眼睛。 行人都
匆匆 ， 忽视车已停 。 后面的情
形， 我全看得清。 不仅照靓你，
还能保太平。 加上勤提醒， 安全
且畅行。 天天好心情， 日日收入
升。” 这是出租车司机崔国永针
对北汽九龙 “刘韶山劳模创新工
作室” 推出的一项小服务写的一
首小诗。

“这小镜子挺有意思， 这下
不用回头了” “这个小镜子好温
馨” ……在车水马龙的街头， 行
人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但坐过
北汽九龙一分公司出租车的乘客
都会注意到， 在车厢右侧中间立
柱上安装的小圆镜和交通警示贴
纸： “安全下车请看我———小圆
镜”。 小圆镜安装的位置和角度，
相当于给出租车后排加装了一个
“后视镜”， 乘客在下车时， 通过

这面小镜子， 可以看到后方是否
有车辆行人， 增加了下车时的安
全系数 。 这样一个贴心的小提
示， 透露着司机师傅们关爱乘客
的巧心思， 更是北汽集团重视交
通安全、 落实 “四个服务” 的生
动体现。 不少乘客夸奖这个 “服
务好”； 一些年轻的家长看到小
圆镜后， 还结合现实情况， 教育
孩子要遵守交通安全； 一些乘客
还说要给自己家的车也安装一面
小圆镜。

“小圆镜”由“刘韶山劳模创
新工作室”提出，主要是培养乘客
下车前观察周围情况的习惯 ，还
可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这一
举措获得了上级的肯定与支持，
目前由 “爱心车队” 推广到分公
司。 劳模刘韶山说：“小圆镜只是
一个辅助作用， 还需要司机提醒
每一位乘客下车时先看右边是否

有车通过，以确保安全。 ”
北汽九龙出租汽车相关负责

人表示， “小圆镜” 进一步诠释
了 “北汽出租车乘客大于我” 的
服务理念， 也为百姓的安全出行
和首都和谐交通环境的建立提供
了新的实践样本。 一个小圆镜和
一张警示贴从制作到安装的经济
成本和时间成本微乎其微， 但它
投射出了北汽人主动担当社会责
任的宽广胸怀和创新发展做优做
强的“大视野”。

中建二局三公司读书会分享“匠人情怀”

本报讯 （记者 张瞳）记者22
日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首都绿
化办）工会（以下简称“市园林绿
化局工会”）获悉，市园林绿化局
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已经圆满落
下帷幕。

会上， 市园林绿化局工会主
席侯雅芹代表市园林绿化局工会
第二届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
《奋战新征程 展现新作为 团结
动员广大园林绿化职工为推动新
时代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
阶而努力奋斗》 的工作报告。5年
来， 市园林绿化局工会在稳步推
进各项工作中， 运用改革创新方
法，让工会工作更具特色。结合实
际工作， 市园林绿化局工会研究
制定了《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
绿化办）工会改革方案》，明确了5

个方面、17项具体改革措施，全面
稳步推进工会改革。 同时， 针对
“职工群众在网上” 的新变化，打
造网上网下相互促进、 有机融合
的工作平台。 成立了市园林绿化
局劳动午报记者站， 建立了工会
通讯员队伍。

此外， 市园林绿化局工会开
展了 “为最美首都园林绿化人点
赞”大型公益活动，新华社和北京
电视台等百余家媒体对活动进行
了宣传报道，网络点击量上百万。
举办了全市树木修剪技能竞赛，
从参加专项培训的1200多名技术
职工中， 评选出 “金剪子”“银剪
子”“铜剪子”120名， 受到社会舆
论广泛关注。

“近年来，改革创新就像一股
新鲜的血液融入到工会工作中，

在技术骨干的培养、关爱职工，弘
扬劳模精神等方面既保障了工会
工作的稳步推进， 又开辟了新的
助力平台， 为职工职业发展提供
了更广阔的舞台。”侯雅芹说。

据了解，在今后5年中，市园
林绿化局工会将培养出技术骨干
上万名，树木修剪“金剪子”技术
能手上千名，百名绿色生态工匠，
举办园林国手大赛上百场， 以赛
促训，以赛促技。以一带十，十带
百， 百带千的链条式传承技艺模
式， 建设一支优秀的技术人才队
伍。 此外， 建设工地职工小家50
个， 职工流动暖心驿站100个，让
职工随时随地， 时刻感受到工会
组织的关心关爱； 制作劳模宣传
片等20部， 大力弘扬首都园林绿
化人的奋斗精神。

提醒乘客下车前观察周围情况 减少交通事故发生

市园林绿化局工会将办百场园林国手大赛
今后5年将培育万名技术骨干、千名金剪子、百名绿色工匠

龙龙潭潭街街道道职职工工““走走””进进春春天天
近日， 东城区龙潭街道总工会组织辖区40余名职工在雁栖湖公园

开展“走进春天、亲近自然”健步走活动，以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引导职工参与绿色健身活动。本次活动既促进了职工间的交流，又倡导
了科学健康的工作生活理念。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晶）昨天，记
者从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获
悉， 为促进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
文化建设， 提升青年职工队伍的
稳定力和向心力， 增强青年职工
的职业素养和团队协作精神，今
年，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将面
向全市企事业单位， 开展40场青
年职工拓展训练。

据了解， 此次青年职工拓展

训练项目主要针对全市各单位一
线青年职工， 主题为职工的素质
建设与发展。单位申报成功后，申
报单位将与素质办共同开发职工
发展、企业文化、团队精神等主题
的面授课程，同时组织不少于8学
时和不少于4学时的拓展训练，并
进行拓展训练总结。 有意愿参与
活动的单位可登陆 “北京市总工
会网站”查看具体报名方法。

素质工程今年将开40场青年职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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