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为
贯彻落实房山区总工会2019年宣
教工作要点和教育培训计划， 学
习领会王东明 《在全国工会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
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理论研讨
会上的讲话》 精神， 新城投公司
工会近日召开了 “三委会” 班子
成员会议。 工会委员会、 经费审
查委员会和女工委员会全体成员
参加了会议。

新城投公司工会主席王炜表
示， 2019年公司工会必须严格贯
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 积极维护
公司员工的合法权益， 在原有工
作的基础上创新思维， 把工作做

得有意义、 有新意。 同时， 三委
会成员在工作中要相互交流， 齐
心协力， 本着为员工服务和奉献
的精神继续做好工会的每一项工
作， 打造新城特色文化体系， 提
升员工幸福感。

新城投公司“三委会”热学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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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近
日， 西城区陶然亭街道总工会
开展 “迎端午送祝福” 系列活
动， 准备了600份礼品， 辖区
会员通过 “北京工会 12351”
APP预订成功后， 即可领取。

据悉，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
此次为会员们精心准备了300

份江米、 枣和300份时令水果，
共计600份礼品。 凡手机下载
“北京工会12351” APP并绑定
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会员预
订成功后， 即可领取礼品。

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江米和红枣是端午包粽子
的必备品， 西瓜为大家补充维

生素消退暑热。 希望通过此次
活动传承民族精神， 弘扬中华
传统， 让会员感受节日气氛 。
会员领到礼品后表示： “工会
总如此贴心， 给我们送来最实
惠的问候， 感谢工会！” “在
这传统节日， 我们真切感受到
了工会大家庭的和谐氛围。”

陶然亭街道600份端午礼包送职工

千千余余医医护护人人员员
包包粽粽子子迎迎端端午午
3日，“粽香飘千里，情系你

我他”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019
端午节职工包粽子活动在三个
职工餐厅火热展开， 吸引千余
名 “北大人民医院人” 参与其
中。大家分工合作，在说笑中体
验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快乐 。
除了包粽子活动， 医院还为就
餐的职工送上了精巧的粽子。

本报记者 唐诗
通讯员 钟艳宇 师雨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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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二局员工现身说法传递安全理念
全国安全生产月暨“安康杯”竞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6月5
日，全国安全生产月暨“安康杯”
竞赛启动仪式在中建二局北京国
际旅游度假区项目举办。

中建二局总经理、 党委副书
记石雨致欢迎词。石雨表示，结合
安全管理经验和本年度 “安全生
产月”活动主题，中建二局将打造
有筋骨、接地气、有温度的安全文
化， 为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文化提
供强大助力。活动现场，中建二局
员工代表现身说法， 进行安全事
故演讲， 并通过多种形式， 传递
“亲情呼唤安康”“安全生产、人人

有责”的理念。
会上， 由中建二局安全员结

合工作经历取材的沙画视频 ，
“画”出了安全员的责任与坚守的
价值。 将安全硬道理变为 “家常
话”，“亲情呼唤安康”将安全祝愿
化为歌声。活动中，伴随企业职工
原创快板、安康之歌与安全宣誓，
吹响了坚守红线、筑牢底线、担当
使命的冲锋号角。 北京市总工会
还为项目工友赠送了安全文化书
籍和慰问品。

据悉，今年6月是全国第18个
安全生产月 ，主题为 “防风险 除

隐患 遏事故”。安全生产月期间，
中建二局将结合“安康杯”竞赛，
集中开展安全主题演讲、 事故警
示教育、亲情呼唤安康、消夏安全
观影、劳务工安全督察队、安全隐
患排查现场会等系列活动， 引导
广大职工和工友提高防范意识，
共建“平安工地”。

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
工作部副部长侯波对中建二局各
级工会开展的“安康杯”竞赛活动
形式与实效给予认可， 也为更好
地推动职工的劳动保护工作进行
了十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并希

望中建二局能够从维护职工权益
和抓好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出发，
不断将“安康杯”竞赛活动引向深
入， 在履行中建的企业使命和践
行安全生产的理念中， 更好地发
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分党组成
员吴疆指出，“工会要坚持以职工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抓住职工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
把群众观念牢牢根植于心中”。

国家应急管理部宣教中心宣

教部副部长袁丽慧强调，“此次安
全生产月活动将集中宣传并坚决
贯彻党和国家关于安全与发展的
各项要求， 在各项工作中切实坚
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的方针，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
发展理念。”

此次活动承办单位中建二局
北京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 作为
北京市重点工程， 通过BIM模拟
查找风险点、成立义务消防队、评
选“行为安全之星”、开展安全警
示教育等活动， 为项目攻坚全周
期护航。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方巍 赵匡胤） 近日，中铁设计
集团第九届职工运动会在北京丰
台体育中心举行。21个职能部门
和基层单位的参赛选手参加了本
次运动会。

开幕式上， 各参赛运动员方
队身着时尚靓丽的服装， 高喊着
“开心运动，强健体魄，快乐工作，
幸福健康”响亮的口号步入赛场。

据了解， 中铁设计集团近年
来在创新发展中， 大力开展全员
健身素质提升活动， 通过连续举
办职工运动会凝聚合力、 激发活
力，彰显职工的“精气神”。比赛结
束后， 一些职工意犹未尽，“运动

会结束了，但我们热爱运动、追逐
运动、全员健身的梦想驰而不息。
我们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中铁

设计集团建企66周年、 企业重组
15周年、 企业混合所有制成功改
革第三年之际，格外振奋。 ”

中铁设计集团运动会展职工“精气神”

本报讯（记者 马超） “当好主
人翁，建功新时代”中建二局一公
司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建设劳动
竞赛推进会暨安全生产月启动仪
式近日在绵阳管廊项目举行。

活动进行了百人誓师的环
节， 绵阳管廊项目经理张科研带
领工友面对 “青年突击队” 队旗
庄严宣誓， “全力打赢生态建设
攻坚战， 为建设美丽绵阳拼搏奋
斗…… ” ； 青年员工带来舞蹈
《咱们工人有力量》； 活动还播放
了项目自编自导的安全教育警示
短片 《管 “狼” 的故事》， 在寓

教于乐中提高项目施工人员的安
全意识。

中建二局党委副书记、 工会
主席许远峰表示， 要进一步落实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深入开展
“当好主人翁、 建功新时代” 主
题劳动和技能竞赛的意见》， 围
绕长江经济带发展 、 “一带一
路” 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 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
略 ， 立足今年 “安全生产月 ”
“防风险、 除隐患、 遏事故” 的
主题， 积极推进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落实。

中建二局一公司誓师“生态建设攻坚战”粽叶飘香送祝福 工会关爱暖心田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 为了让
老人们过上一个温馨、 快乐的
节日， 近日， 北京京房国鑫物
资有限责任公司工会组织全体
员工带上米、 面、 油、 洗衣机
等生活用品以及爱心粽子看望

了房山区十渡镇社会福利中心
的老人。

据了解， 为了丰富老人的
文化生活， 公司工会还为他们
送去了点歌机， 陪他们提前度
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端午节。
此次爱心活动， 不仅传递了正

能量， 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
美德， 使老人们感受到节日的
温馨和浓浓的关爱， 也使全体
员工接受了一次爱的教育。 大
家纷纷表示， 以后会多多参与
这样的公益活动， 关爱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

京房国鑫公司员工爱心送进敬老院

(上接第1版)
在实际工作中， 两种评价方

式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 缺一不
可 。 但 对 于 部 分 专 业 领 域 的
专 技 人员来说 ， 两种评价方式
的评价内容有交叉重叠， 需要花
费较多精力分别准备， 给个人工
作带来负担， 提高了单位的用人
成本。

去年 ， 市委 、 市政府出台
《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 提出要在国家已明确的
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基础
上， 依据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结
合本市实际 ， 适度扩大对应范
围， 建立本市专业技术职业资格
与职称的对应关系 。 今年2月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出台 《关于
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
的指导意见》， 明确工程类职业
资格可对应相应职称。

在国家及本市职称制度改革
要求下， 市人力社保局会同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对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和职称系列进行了梳理比
对 ， 逐一论证 ， 在评价人群相
同 、 评 价 内 容 相 似 、 评 价 难
度 相 近的职业领域 ， 确定了46
项职业资格的对应关系， 其中包
括了注册会计师、 注册建筑师、
注 册 勘 察 设 计 师 等 18项 准 入
类 职 业资格 。 比如 ， 职业资格
中的一级建造师可以对应中级职
称工程师， 二级建造师可以对应
初级职称也就是助理工程师。 按
照这个对应关系， 专业技术人员
可直接认定相应职称， 并可以此
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条件； 用
人单位也可择优聘任相应的专业
技术职务。

据了解， 本市多个系列、 专
业的社会化高级职称申报工作已
于5月底启动。 按照对应关系可
认定为中级职称的各领域相关专
业人员， 可按高级职称申报的有
关条件和要求登录市人力社保局
网站 “公共服务平台用户中心”
进行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