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张瞳） 近日，
中关村智造大街联合工会携靖华
物业联合开展了智造大街消防安
全月活动。 以提高中关村智造大
街安保人员的消防专业技能， 普
及职工的消防安全意识。

本次活动共分为三个环节 ：
消防安全讲座、 消防演练解说和
消防技能竞赛。 在讲座和演练解
说环节中， 老师幽默及生动形象
的解说， 引得职工们全神贯注的
聆听。 最后， 为了测试职工的实
操水平， 工作人员组织职工开展
了消防技能竞赛。 分别为20米提
灭火器往返跑、 消防水带连接、

消防服穿戴。 通过模拟火灾现场
的紧急情况 ， 结合体育竞技比
赛， 让智造大街的职工零距离体
验消防、 了解消防， 营造人人学
消防的良好氛围。

中关村智造大街安保员体验消防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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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11年 第16次为退休员工举行集体欢送会

平谷40名职工志愿者“暖心伴考”

本 报 讯 （ 记 者 曹 海 英 ）
“我们会经常回来看看， 也会一
直关注这个 ‘家’ 的变化。” 退
休职工表示。 近日， 北京建工一
建公司党委、 工会组织开展了年
度退休员工集体欢送活动， 家的
温暖、 离家的不舍成了20名参加
活动的退休人员口中的高频词。
这是2008年以来， 一建公司第16
次为退休员工举行集体欢送活
动。 这一幕仅仅是一建公司工会
“家文化”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一建公司党委、 工
会结合企业实际及中心工作， 充
分发挥工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
用， 立足建家， 主动作为， 积极
打造团结和谐 “家文化”， 有效
提升了职工的幸福感和对企业的
认同感， 较好推动了企业各项工
作的开展。

精准服务
创建优良工作环境

在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爬坡过
坎的关键时期， 一建公司党委、
工会围绕企业中心工作， 确立了
致力 “家文化 ” 建设 ， 打造和
谐、 温暖职工之家， 提升职工幸
福感的工作思路， 推出了一系列
深受职工欢迎的举措。

在 “家文化” 的指引下， 该
公司工会将关心每一位 “家人”
落在实处， 落实集体合同条款，
督促行政在企业资金紧张的情况
下， 做好职工年度健康体检， 落
实职工年休假和各项福利待遇，
同时做实做细一线职工服务工

作， 积极开展下基层、 进家门活
动， 组织开展冬送温暖、 夏送清
凉、 五一关爱劳模、 九月金秋助
学以及日常互助互济等活动。

针对公司机关女职工较多的
实际， 公司工会在机关设置了母
婴关爱室， 配备了小型冰箱等设
施， 方便哺乳期女职工使用。 此
外， 公司工会注重对基层单位、
各在施工程项目建家进行指导，
出资配备健身、 文体器材以及洗
衣机、 电视机等生活用品， 推动
打造各具特色的职工小家。

形式多样
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下班后， 廊坊俪景项目部的
工会主席秦保通吹响哨子， 一场
员工篮球赛即将开始。 李红是不
久前从其他单位调至该项目部
的， 通过几次参加文体活动， 迅
速与新同事熟悉起来。 “虽然远
离京城， 但公司的 ‘家文化’ 让
我找到归属感。” 李红说。

据了解， 一建公司工会近年
来先后成立了足球、 篮球、 羽毛
球、 健步走等多个协会及兴趣小
组， 吸引了百余名职工参与， 形
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不仅丰富了职
工的文化生活， 更成为提升团队
协作意识的催化剂。 此外， 为助
力创建学习型企业， 鼓励职工多
读书、 读好书， 公司工会利用有
限空间设立了职工书屋， 购买了
包括政治理论、 企业管理、 散文
小说等方面的书籍400余册。 琳
琅满目的书柜、 温馨别致的阅读

环境 ， 俨然成为一道 “书香扑
鼻” 的风景。

推动发展
培养高品质职工队伍

一建大讲堂上， 施工管理部
的丁晓光正与系统人员分享项目
管理的经验。 为实现 “职工与企
业共同成长” 的发展愿景， 公司
党委、 公司工会常态化推进大讲
堂活动， 鼓励职工上台授课， 分
享工作成果。 将 “要我上讲台”
升级为 “我要上讲台”， 鞭策职
工提升业务能力。

公司党委、 工会还从满足公
司改革发展需求出发， 多次组织
劳模宣讲活动， 发动广大职工对
标先进， 在对标中汲取经验、 凝
聚力量； 组织开展劳动竞赛， 合

理化建议等活动， 激发职工的工
作热情、 释放创新、 创效潜能；
组织开展优秀青年知识分子评选
及 “导师带徒” 等活动， 培育新
人， 助力职工队伍素质提升； 成
立职工创新工作室， 搭建科技创
新创效孵化器。

搭建平台
深化职工权益保障机制

2015年底， 公司机关员工杨
瑞红因患有 “脑部胶质瘤” 入院
手术治疗。 由于术中伤及神经，
导致术后左边身体瘫痪， 生活自
此不能自理。 为此， 爱人在家全
职照顾， 无法正常工作。 加上超
过100万元手术费及随后的多次
放化疗和康复治疗费用， 对原本
就属工薪阶层、 家境并不富裕的

杨瑞红一家来说， 生活立即陷入
窘境。 “病魔无情人有情。” 得
知情况后， 公司党委、 工会在做
好慰问的同时 ， 发出 “汇聚爱
心 、 传递温情 ” 捐款活动倡议
书， 号召公司党员及干部职工伸
出援手奉献爱心。 并迅即得到了
党员及干部职工的积极响应， 爱
心如同一股股暖流在机关和各基
层单位涌动。 短短两周时间， 公
司就有八百余名员工加入到捐款
行列 ， 捐款总额达16.888万元 。
这一份份爱心汇成了一股股暖
流， 带给了该家庭极大的精神鼓
舞和战胜病魔的信心。

近年来， 一建工会积极研究
探索扶贫帮困的长效机制， 组织
开展职工互助保障计划活动， 在
实现 “住院医疗、 重大疾病、 女
职工特疾 ” 三项险种全覆盖的
基础上 ， 持续强化理赔宣传培
训， 提高理赔效率， 先后为1448
名患病职工兑付住院理赔金96万
元 ， 对 60余 名 困 难 及 特 殊 困
难的职工进行救助， 救助金额5
万余元 ， 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先
后资助考上大专院校的困难职工
子女12人次。

以 “家文化” 建设、 “员工
关爱” 活动为抓手， 一建公司党
委、 工会多方位、 多举措维护员
工权益， 关爱员工成长， 全力帮
助员工解决实际困难， 以亲情聚
人心， 以关爱促和谐， 让企业在
发展陷入低谷 ， 发展遭遇瓶颈
时， 企业内仍然充满积极向上、
奋进拼搏的正能量以及温馨和谐
的氛围。

建工一建工会打造和谐“家文化”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6月7-
8日，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
平谷区总工会职工志愿服务总队
在高考期间开展了暖心伴考行
动， 为考生和考生家长搭建爱心
休息点， 提供暖心服务。

为了做好 “暖心伴考 ”服务 ，
区总工会第一时间制定伴考方
案， 通过层层筛选招募40名志愿
者成立“暖心伴考”志愿服务队，

并着重对志愿者进行文明礼仪、
微笑服务等内容培训， 通过统一
着装亮身份、亮服务、亮微笑，提
升服务水平。此次暖心伴考活动，
区总工会在平谷五中、 平谷中学
考点设立了高考志愿服务站点，
提供爱心座椅、移动书屋、医疗救
助、应急保障等服务。 活动现场，
志愿者们为考生家长提供矿泉
水、爱心座椅、报纸刊物、急救包

等生活用品，供大家使用。 同时，
志愿者还主动上前与家长沟通，
送水、聊天，贴心服务考生家长。

“暖心伴考” 服务， 彰显了
职工志愿精神和职工志愿者风
采， 扩大了职工志愿品牌服务项
目的影响力， 推动市级品牌项目
再创新绩。 据了解， 活动共发放
宣传材料500余份， 服务考生和
考生家长1000余人次。

高考期间， 通州区总工会积极开展 “暖心伴考” 志愿服务活动。 通州区总工会职工志愿服务总队组织
北京银行、 北苑街道、 梨园镇、 城管执法局、 盛仁堂等单位40余名志愿者与区教委4名劳动模范一起， 分
别在潞河中学和运河中学两个高考考点， 设立了工会 “暖心伴考” 志愿服务站， 无偿为考生家长提供遮阳
棚4座、 座椅200余个、 饮用水5000瓶及扇子、 纸巾、 充电设备、 图书、 小药箱等物品和心理咨询服务， 一
站式的解决了考生家长的基础需求， 使广大考生家长充分感受到了来自通州区职工志愿者 “最后一公
里” 的贴心服务。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志志愿愿副副中中心心 伴伴考考更更暖暖心心

近日， 北京建工北安集团总承包项目管理公司书记兼工会主席
周燕平， 前往北京友谊医院探望住院的全国劳模高占强， 为他送去
了慰问品和企业的关怀。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刘小平 张宇 摄影报道

工工会会探探望望住住院院劳劳模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