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大家
快来扫二维码 ， 可以在线学习
啦。”近日，中建二局投资公司湿
地公园项目组织项目党员下载
“学习强国”APP。

在学习的过程中， 公司开展
了各支部之间 “比加入组织进

度”、各党员之间“比学习积分”等
活动。目前，该公司已有过半党员
下载学习， 不少身处施工一线的
党员干部表示，通过线上学习，合
理利用碎片化时间的同时， 丰富
了党政知识，还能通过线上答题，
使自己的党性有了极大提升。

中建二局党员干部掀起在线学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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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由中建一局主办，
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承办
的“当好主人翁·奋斗新时代”
慰问演出、青年榜样宣讲暨劳
动竞赛、劳动技能竞赛、创建
工人先锋号、青年突击队标杆
启动仪式举行。仪式上，中建
一局工会发布2019年度高质
量发展劳动竞赛，倡导建设者
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当
天， 公司工会还组织了140名
工友前来观看，并为他们送上
了慰问品。 本报记者 邱勇

通讯员 王紕 摄影报道

中中建建一一局局工工会会发发布布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劳劳动动竞竞赛赛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门头沟区总工会权益部召开
由全区各街道（镇）、石龙开发区
总工会干部及全体指导员参加的
2019年集体协商工作部署会，参
会人员就如何推进集体协商的提
质增效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会上， 区总工会权益部负责
人对集体协商工作进行了动员部
署， 并就做好该项工作提出具体
要求： 一是各基层工会要加强学
习，深刻领会，按区总工会指导员

要求做好集体协商工作。 二是各
基层工会要结合本辖区实际，组
织企业开展集体协商工作。 三是
各基层工会要充分认识集体协商
工作的重要意义， 结合实际推动
集体协商工作深入开展， 增强职
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四
是各基层工会要对所辖建会企业
工会加强管理，建立台账，对企业
现状要底数清、情况明，建立联系
人制度，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实现
工作目标。

门头沟区总部署2019年集体协商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中铁建工国际公司组织开展 “种
一棵小树 绿一方净土”主题植树
暨亲子活动。 机关职工及职工子
女一行近30人前往北京园博园翻
土浇种，为首都增添绿色生机。

抡锄挖坑，挥楸培土，提桶浇
水……大家携手为一株株海棠树
苗安了新家。 在随后的亲子活动

中，公司工会工作部在公园里“就
地取景”，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才艺秀”。 参加活动的小朋友逐
个“上台”带来了别出心裁的自我
介绍和精心准备的才艺表演，精
彩的才艺展示让“观众席”上传出
阵阵叫好声。通过活动的开展，让
“家” 文化的关心关怀从公司的
“大家”延伸到员工的“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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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门街道总工会慰问演出唱响“劳动颂歌”

一线职工欢聚一堂 致敬“最美工匠”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10

日， 东城区建国门街道总工会
“劳动颂歌 与国同梦” 献礼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慰问演出暨
“最美工匠”颁奖典礼在东宫影
剧院举行。 来自建国门街道机
关和辖区环卫、安保、餐饮、物
业等各行各业的300余位一线
职工及劳模欢聚一堂， 致敬地
区“最美工匠”。

现场，一部精心制作的“最
美工匠” 宣传片吸引了大家的
目光。 片中，8位地区 “最美工
匠” 以自述的方式将自己的故
事娓娓道来，通过他们的讲述，
大家看到细致入微、 铁面无私
的审计监督员；看到实力过硬、
技术创新的“节水卫士”；更看
到披荆斩棘、 业务过硬的团队
“领头羊”； 为23年如一日真情
服务顾客的售票员感动， 为把
顾客当家人、 细心提供服务的
前厅经理而动容……在热烈的
掌声中，这些“最美工匠”依次
走上台接受颁奖， 将当天的活
动推向高潮。“零距离” 感受着

地区各行业优秀劳动者的风
采， 一位观众激动地说：“他们
在看似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
平凡， 是我们每一位新时代劳
动者的榜样！”

相声、杂技、民乐合奏、朗
诵、舞蹈……当天，来自锦州银
行北京分行、 长安大戏院等辖
区单位、 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还
以丰富的表演形式争相为新中

国70周岁生日献上一份贺礼。
京剧 《范进中举 》、杂技 《俏花
旦》，让大家感受到国粹艺术的
动人魅力；歌曲《不忘初心》、朗
诵《美丽中国》，让现场观众激
情澎湃。“我将带着对祖国的祝
愿、 对工作的热情和对未来的
憧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中，
发扬‘工匠精神’，争当‘最美工
匠’！”职工表示。 于佳 摄

中铁建工国际公司亲子活动温暖员工

弘扬劳模精神 争做行业先锋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9
日， 北京金卫伟业保安公司一
楼会议室座无虚席， 公司机关
职工、 来自基层驻勤单位的优
秀保安员代表听取劳模王燕良
所作的精彩报告， 分享他在平
凡的保安员岗位上，兢兢业业、
默默奉献的“工匠精神”。

为了弘扬 “工匠精神”，打
造一支政治上合格、 业务上熟
练，拉得出、打得响的保安员队
伍， 金卫伟业公司工会与行政
管理部门紧密配合， 经常组织
不同形式、 不同内容的培训活

动，提高保安员的素质和能力。
“王燕良是保安系统成长

起来的北京劳模。十几年来，在
保安员岗位上兢兢业业 。2017
年， 他在北京市保安行业大比
武中取得第三名。”金卫伟业公
司工会主席成洋介绍：“本次邀
请他到公司宣讲劳模的 ‘工匠
精神’，对提高保安员的综合素
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保安员张华说： “听了北
京市劳模的宣讲， 我很受教育
和启发， 对保安员这个岗位有
了更深的了解。 保安员这个岗

位既平凡又伟大， 做好这个工
作， 不仅要有对保安工作的热
情， 更要学好法律法规， 掌握
保安岗位执勤的技能。 我相信
行行都能出状元。”

金卫伟业工会邀请劳模宣讲“工匠精神”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
员 崔蕾 ） 为劳模拍摄风采视
频、 利用微信公众号进行推广
……记者近日从东城教育工会
了解到， 东城教育工会启动劳
模宣传月活动。

据介绍， 东城教育工会精
心策划， 联合教育新闻中心为
在职劳模拍摄了 “教育逐梦
人———东城区教育系统劳模风
采”视频，希望借助视频形式弘

扬新时期劳模精神和劳动精
神， 引导教职工学习和争当劳
模，激发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

2018年，教育工会共完成5
位在职劳模的事迹拍摄， 并已
制作成光盘即将发给基层工
会，要求教职工通过政治学习、
全体会等多种形式认真观看、
学习和宣传劳模先进事迹。目
前已连续两年为在职劳模拍摄
视频， 计划用三年时间拍摄完

成教育系统全体在职劳模先进
事迹。

同时， 东城教育工会还充
分发挥新媒体宣传优势， 通过
“东城区教育工会”微信公众号
全方位、 多角度宣传展示劳模
突出事迹 ， 营造 “劳动最光
荣 、 劳动最崇高 、 劳动最伟
大 、 劳动最美丽 ” 的浓厚氛
围， 激励全系统教职工积极投
身教育事业发展。

东城教育工会拍摄视频宣传劳模事迹

文文化化盛盛宴宴送送给给医医务务工工作作者者
近日，昌平区总工会组织部分本土文艺工作者，慰问卫生健康系统

的一线干部和职工，为广大医务工作者送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萨克
斯《巴拉巴巴》、相声《欢声笑语》，歌曲《亲爱的小孩》《等待》等节目受到
大家喜爱，现场掌声不断、喝彩连连。据悉，此次演出的大部分节目都是
本土文艺工作者所创作。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北京市政路桥城乡集团擎宇物业
部党支部带领部分党员、 积极分
子和青年骨干来到丰台区儿童福
利院开展慰问活动。

本次活动通过前期的对接，
为孩子们送去了水果、 牛奶及生
活必需品等慰问品。 活动中， 党

员及青年职工与孩子们围坐在一
起， 做游戏、 同孩子们聊天， 让
他们感受到温暖， 拉近了彼此的
距离。 大家表示， 今后会多参加
献爱心活动， 希望通过活动去感
染更多的人， 关心和帮助有需要
的弱势群体， 为社会奉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市政路桥擎宇物业职工福利院里献爱心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通讯
员 韩颖）近日，通州商业资产运
营公司大力提升专业安全管理技
能，实现安全生产三步走，为副中
心建设和国企改革发展营造安全
稳定环境。

“三步走”即首先打造安全生
产三级达标， 将不同类别企业逐
级细化实现一企业一标准、 一岗
位一清单，完成标准化体系管理；
其次在企业内部开展不同主题检

查活动，如：春节烟花爆竹禁放检
查、“两会”消防安全检查、冬季防
火检查、汛期防汛检查等，结合自
身行业特点完成自查、 排查、督
查； 最后运用手机移动平台建立
安全台账，隐患图片动态更新，确
保企业负责人、安全员找准隐患，
逐一攻破，不留死角。据了解，根
据此项管理整理安全类信息和台
账共计272篇，真正做到安全零事
故，对企业安全动态实时掌握。

通州商资公司安全“三步走”服务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