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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郭珊珊） 近日， 东城区崇外街道
总工会召开2019年社区批发零售
行业议事会， 以着力提升行业平
等协商水平， 让职工与企业共享
企业发展成果， 实现企业经济效
益与职工工资收入同步增长。 共
10个社区联合工会派出对等代表
2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 双方协商代表在友好
和谐氛围中参照北京市劳动力市
场工资指导价位， 结合崇外地区
所处中心区位置和社区小微企业
经营状况， 本着兼顾企业、 职工

双方利益， 就关于行业职工工资
增长标准、 行业职工最低工资标
准和行业职工岗位工资最低标准
等内容进行民主协商， 最终确定
了2019年度社区批发零售行业职
工最低工资标准和行业职工工资
的增涨幅度。

据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
过开展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 顺
利完成了本次议事会协商的全部
内容， 职工的意愿在工资分配方
案中得到体现， 必将调动广大职
工的积极性， 共同打造企业发展
的愿景。

崇外街道批发零售行业开展工资协商

本报讯 （记者 张瞳 通讯员
顾薇） 记者12日从中关村科技园
区丰台园工会获悉， 丰台园工会
手语志愿者小教员培训班首次培
训结课。 北京市残疾人地壶球比
赛荣获听力组第一名的刘月媛受
邀作为本项目的培训讲师， 为30
余名园区工会服务站工作人员、
职工志愿者进行了首次培训。

据了解， 根据丰台园工会培
训方案及学员零基础的特点，大
家学习了基础手语以及简单手
语、窗口接待用语等。培训中，刘
月媛利用形象联想记忆法让大家
快速掌握了基础手语的关键元
素，学员们学习热情十分高涨。

据丰台园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手语志愿者小教员培训班项
目预计开办十期课程， 让职工志
愿者了解与听力障碍残疾人的基
本沟通方法，掌握手语沟通技能，
更好地与听障残疾人进行交流。
此外， 工会还将在手语培训等基
础上继续提升职工志愿者服务技
能、拓展职工志愿服务，展现丰台
园工会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

丰台园职工志愿者学手语沟通技巧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东城区龙潭街道总工会开展 “走
进珐琅厂、体验景泰蓝”走进劳模
活动。 来自辖区的30余名工会干
部和职工来到位于安乐林路的北
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感受
师傅们精湛的技艺、 专注的工匠
精神和严谨的工作态度。

珐琅厂的张师傅给职工全程
陪同讲解。 在二层的生产车间，
制胎 、 掐丝 、 点蓝 、 烧蓝 、 磨
光、 镀金， 工人师傅仔细地制作
每一个环节。 一位职工表示， 参
观活动让她受益匪浅， 这种坚持

做好工艺的工匠精神让她十分尊
敬。 张师傅还向大家介绍珐琅厂
也曾经历生存困境， 劳模钟连盛
大师不断探索景泰蓝工艺新的应
用领域， 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
各工序技师严密配合攻关， 通过
一系列自主创新举措， 终于摆脱
了困境， 并实现了大发展， 达到
年产值数千万。

此次活动的开展引导职工向
身边的劳动模范学习， 学习他们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
劳模精神。 边磊 摄

龙潭街道工会干部近距离感受工匠技艺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5月9
日， 在丰台区中建三局三公司小
瓦窑世茂项目会议室， 工友有序
排队， 接受该分公司义务体检队
员进行的健康情况检查登记。当
天， 中建三局三公司义务工友体
检服务队成立。

据悉， 为解决工友务工流动
性大，入职时间前后不一致，很难
做到入职前上医院进行体检等实
际情况。 中建三局三公司北京分
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陈敏倡
议， 分公司所有项目都成立义务
工友入职体检队， 他们从职工中

发掘有医疗工作经历的人员对项
目行政后勤人员、安全员、实名制
管理员等进行仪器实操培训考
核，组成各项目义务健康体检队。

分公司采购全自动血压和血
糖监测仪器， 身高体重监测仪器
等24小时为工友服务， 及时登记
工友健康状况， 随时提醒注意事
项， 严控入职体检异常人员的送
医院二次体检和后续差异化管理
工作。 做到工友身体状况总包单
位、劳务用工单位、工友本人了解
知情，工友入职体检登记“所有项
目全覆盖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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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工会阵地作用 做好基层工会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近

日， 西城区德胜街道总工会组
织工作人员学习贯彻北京工会
十四大精神。记者了解到，德胜
街道总工会将以北京工会十四
大精神为引领， 推进工会组织
建设，充分发挥工会服务站、职
工之家、暖心驿站等阵地作用，
扎实做好基层工会工作。

会上， 北京市工会第十四
次代表大会代表、 德胜街道总
工会主席陈洪祥首先向街道工
委汇报了北京市工会十四大精
神。随后，又在街道总工会工作
人员的学习活动中， 传达了大
会精神，并畅谈了参会感受。

“在推进服务体系智慧化
方面， 市总工会将制定北京智

慧工会建设五年规划， 建设工
会大数据库， 提升职工数据研
究分析能力， 准确定位职工需
求。 在加大非公企业工会工作
力度方面， 市总工会将制定加
强非公企业工会建设的指导意
见，扩大对新兴产业、新兴领域
覆盖，做好农民工、快递员、网
约送餐员等群体入会工作。在
维权服务方面， 市总工会将制
定工会送温暖工作实施办法，
加强温暖基金会建设， 叫响工
会送温暖、 送清凉等 ‘四季服
务’品牌。这些内容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 也给我们的工作
指明了目标。”陈洪祥说。

参与学习活动的工会工作
人员表示， 将以北京工会十四

大精神为引领， 认真落实十四
大确定的工作任务和目标，扎
扎实实做好基层工会工作 ，进
一步推进工会组织建设； 做好
工会服务站、职工之家、暖心驿
站等阵地建设；做好服务企业、
服务职工工作， 真正成为职工
群众的“娘家人”。

陈洪祥介绍， 近期， 街道
总工会将采取多种形式， 学习
宣传贯彻落实北京工会十四大
精神。 同时， 进一步加强基层
企业对工会的认识， 从讲政治
的高度理解和领会工会工作，
推动工会工作。 此外， 工会工
作者要切实履行职责， 做好基
层工会工作， 发挥工会各阵地
作用。

中建三局三公司成立工友体检服务队

西城区德胜街道总工会

学习贯彻北京工会十四大精神
开创新时代首都工会工作新局面

轨道交通工会首届职工技能竞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10日，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工会以保燕房线安全运营、新
机场线顺利开通为目标， 开展以
“安全稳定运营， 提高职工技能”
为主题的职工技能竞赛。

本次技能竞赛是公司举办的
第一届职工技能竞赛， 竞赛专业
为运营一线的列车司机、 行车值
班员、内燃车司机、供电维修、线
路维修、机电维修，考评形式为理

论考试和实操考试两个部分，由
公司工会、培训部、安质部和各专
业成员组成专项考评小组负责两
个阶段的考评， 对竞赛选手进行
严格评判。

在竞赛启动大会上， 公司党
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王宏生对本
次技能竞赛提出了要求， 并对参
赛选手寄予了深厚的期望。 各专
项小组热议竞赛方式、 组卷、阅
卷、 审核等实施中可能发生的问

题。据了解，本次技能竞赛分为启
动阶段、宣传推广阶段、理论考试
阶段、实操阶段、考评阶段和表彰
阶段， 宣传推广阶段已有来自一
线的300余名职工积极踊跃报名，
北京轨道运营公司以本次职工技
能竞赛为契机，将“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在运营一线各
个岗位生根发芽，打造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精益求精、奋发有为、
育人成才的精品工程。

9名劳模先进分享经验交流“上会”感受
公交燃料供应分公司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近
日， 公交燃料供应分公司召开
北京工会十四大精神劳模先进
座谈会暨五四表彰大会，9名劳
模先进分享工作经验， 并与各
支部书记、各部部长、基层工会
主席、劳模先进代表、获奖青年
代表共同学习刚刚闭幕的北京
工会十四大精神。

公交燃料供应分公司经理
王家良表示， 北京市工会第十
四次代表大会是全市劳动者 、
工会干部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 市委书记蔡奇到会并发表
了重要讲话。 蔡奇书记的讲话
为北京工会工作指明了方向。
表彰会和座谈会就是要在北京
工会十四大精神指引下， 围绕
企业深化改革实现跨越式发展
的目标，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选树劳模先
进，塑造燃料榜样，助推企业深
化改革高质量发展。

燃料分公司党委书记夏靖
表示， 企业要在职工中掀起学
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

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 懂技
术会创新、 敢担当讲奉献的危
化行业工人队伍，建设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增
强技术工人获得感、 自豪感和
荣誉感。 于佳 摄

学学习习车车厢厢文文化化
聆聆听听劳劳模模事事迹迹

14日， 劲松职业高中党总支
一行40人，登上了中国红大一路
公交车学习车厢文化。 随后，一
行人参观了智能调度室、心灵驿
站、党员活动室、技师工作室等，
聆听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常红霞的事迹宣讲。大家表示
将以劳模精神做指引，脚踏实地
做好本职工作。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孙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