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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六建施工人员争当义务安全员

竞竞答答““安安全全””

西城区总办培训班瞄准年度重点工作安全生产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 曹海英 ）
在安全横幅上签名、 佩戴 “安
全员” 袖标……在全国第十八
个 “安全生产月” 期间， 为进
一步强化安全生产宣传工作，
营造安全文化氛围， 提升员工
安全素质， 6月16日， 北京建
工六建工会在西北旺永靓家园
项目部开展 “安全生产宣传咨
询日” 活动， 项目部各级管理
人员、 团员青年代表以及分包

单位的管理人员、 一线施工人
员共计10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电气安全、触电
急救、 岗前教育等安全知识展
板立一旁，一线施工人员在“防
风险 除隐患 遏事故” 横幅上
签上自己的名字， 项目部安全
总监为团员青年代表和施工队
班组长佩戴 “安全员”袖标，在
咨询台前领取安全知识书籍、
安全漫画等宣传材料……活动

中， 还进行了安全生产知识抢
答，主持人问题一出，就有施工
人员举手抢答， 答对人员还获
得了小奖品， 此环节为本次活
动推向高潮。 活动进一步提升
了施工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水
平和自我保护意识， 形成了人
人争当义务安全员的氛围。

最后， 六建工会还为施工
人员赠送了绿豆、风油精、毛巾
等防暑降温用品。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
员 李佳川 ） 安全生产承诺签
名、 安全知识竞赛……进入安
全生产月以来， 中铁十六局集
团铁运公司“安康杯”竞赛活动
开展得如火如荼。

公司工会主席张成华一行
来到呼市地铁铺轨项目部、宁
东铁路运营指挥部等基层单
位， 现场了解施工生产安全情
况， 参与安全生产承诺签名等
活动，在容易发生事故的岗位、
工种、 人员中广泛开展安全宣

传教育活动。
雨季来临， 朔黄铁路运营

指挥部开展了防洪救援演练。
党员先锋队和青年突击队带
头， 将一袋袋防洪沙袋扛上护
坡，搭成救援楼梯。

朱盖塔车辆检修项目部开
展了“安康杯”全员技能竞赛。
“技能竞赛为我们提供了相互
学习、交流、切磋的好机会。”参
赛的一名检车员说。

此外， 该公司工会要求各
参赛单位要将班组建设、“工人

先锋号” 创建、 安全生产月活
动、 劳动保护群众监督检查员
培训、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等纳
入“安康杯”竞赛活动中，通过
竞赛促进各项活动开展， 通过
各项活动开展增强竞赛活力 、
提升竞赛影响力。 同时要求各
单位在每月公司交班视频会上
汇报竞赛活动推进情况， 引导
参赛单位实现信息共享， 加强
经验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共同
促进竞赛活动深入、扎实开展，
确保竞赛取得实效。

中铁十六局铁运公司掀起安康杯竞赛热

“四不伤害具体内容是
什么？” “不伤害自己， 不伤
害他人， 不被他人伤害， 保
护他人不受伤害 。” ……6月
17日， 北京市政路桥港创瑞
博公司工会与公司安全生产
委员会联合组织了安全知识
竞赛。 此次安全知识竞赛活
动紧扣 “防风险 、 除隐患 、
遏事故” 主题， 共有来自各
部室的8支队伍进入到决赛。

本报记者 崔 欣 摄影报道

本 报 讯 （ 记 者 边 磊 ）
“恭喜物业企业代表队抢到答
题权， 请作答。” 6月18日， 一
场集知识性、 观赏性和趣味性
的知识竞赛在东城区龙潭街道
举办。 来自地区商务、 物业、
学校、 楼宇、 社区兼职安全巡
查员和居民组成的十支代表队
30名队员参加比赛。

本次知识竞赛分必答题 、
抢答题和风险题三个环节， 内
容涵盖家庭安全、 生产安全、
应急自救、 防灾减灾等各个方
面。 题目设置紧紧围绕地区生
产经营单位和居民日常生活中
常见到、 常忽视、 常反复的安
全隐患和错误行为， 旨在引导
生产经营单位和居民从身边做
起， 共同守护安全。

“现场演示题特别有意思，
咱们街道的安全员不仅表演的
到位有趣， 而且把错误处置方
法和正确处置方法都讲解得很
到位。作为一名物业服务人员，
这种现场演示的形式特别受
用， 能够让我在遇到类似问题
时，做出及时有效的处置，更好
地服务业主，守护安全 。”来自

领航国际物业的参赛队员胥尚
友赛后仍然拉着表演人员，讨
论安全防范的知识和方法。

本次活动作为龙潭街道
“安全生产月” 系列活动的核
心， 在全地区掀起了学习安全
知识的热潮。 街道社区平安办
副主任马琳表示， “街道将继
续围绕地区生产经营单位和居
民的实际需求， 组织开展集中
宣传、 专题讲解、 现场演练、
参观体验等活动， 通过形式多

样、 生动形象、 通俗易懂的方
式， 普及安全知识， 提升防范
能力。” 于佳 摄

龙潭职工居民同场竞技安全生产知识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民主
管理、 集体协商、 和谐劳动关系
建设……近日， 西城区总工会举
办权益业务培训班， 多项今年重
点工作成为培训内容。 来自各街
道总工会、 各直属企事业单位负
责权益工作的近90名工会干部参
加培训。

此次培训， 西城区总工会邀
请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老师以及
西城区人社局劳动关系科相关工
作人员就民主管理与职代会、 集
体协商实务与质效评价、 西城区
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等内容为学员
们进行专业授课。

西城区总工会副主席刘方振
介绍说， 本次所选课程均与今年
区总工会的重点工作密切相关，
同时注重实操。 希望通过本次培
训 ， 提高工会干部的政治理论

性， 提高维权业务水平。 希望大
家可以切实把握年度工作的难点
与发力点， 带着问题学习， 从落
差弱项、 短板思考， 认真学习领
会权益工作要点， 努力使自己成
为职工信得过、 靠得住、 业务过
硬的工会干部。

此外，会上，西城区总工会就
集体协商工作、 民主管理创新成
果、职工优秀提案征集、安全生产
月“安康杯”竞赛活动等近期工作
进行了部署， 并印发了2019年工
会权益工作手册、 企业集体协商
质效评价标准表等文件。

培训结束后， 参训人员纷纷
表示此次培训内容接地气， 既有
阶段性工作要求的部署， 又有业
务指导、 互动交流。 指导性、 操
作性都很强， 对提升工作能力有
很大帮助。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日
前， 顺义区杨镇总工会组织举办
了一场 “配电盘组装” 职工职业
技能竞赛， 来自镇域内各企业的
90名职工报名参加。

据了解， 此次活动旨在为进
一步激发职工爱岗敬业精神、 加
快培养高技能人才， 挖掘职工立
足本职工作潜力。 竞赛过程每10
人为一组， 共分9组选手展开较
量。 赛场上大家拼劲十足， 职工
精益求精的配电盘组装技术发挥

得淋漓尽致。 经过激烈角逐， 最
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共50名。

“此次竞赛活动得到了北京
金 恒 丰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领 导 的
大 力 支持 ， 并提供了人力 、 物
力、 场地等多方位的协助。” 杨
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
开展此次技能比赛， 不仅给广大
职工搭建了一个相互沟通交流的
机会、 切磋技艺的平台， 更激发
了职工对配电盘组装技术精益求
精的精神。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6月
18日， 密云区政协副主席、 区总
工会主席何丽娟， 区总工会常务
副主席李国良一行， 专程前往贵
州省遵义市慰问在那里施工的密
云注册企业北京城建六建设集团
一线员工， 为远赴革命老区工作
的密云职工， 送去夏季解暑用品
和真挚的关怀与关注。

据了解， 此次活动是密云区
总工会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之一。
慰问中， 何丽娟一行先后赶赴该
集团公司遵义妇幼保健院项目部
和口腔医院项目施工现场， 听取
了项目介绍。

“北京城建六集团业务拓展
到全国各地，大家不远千里，带着
密云人民的精神， 带着城建六的
企业精神， 为革命老区的人民建
设医院、学校、道路、桥梁，我代表

区委、区政府，代表区总工会感谢
大家的辛勤努力。”何丽娟赞扬广
大职工克服了气候差异、 水土不
服、远离家乡等困难，在遵义高标
准严要求， 展现了密云企业的风
采， 同时也对当地和密云的经济
发展做出了贡献。 她希望北京城
建六建设集团员工再接再厉，做
好在施工程， 为遵义交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 同时亲切叮嘱遵义一
线员工，这里气候潮湿闷热，一定
要注意身体，保持健康的体魄。

北京城建六建设集团总裁王
俊杰对密云区总工会一行到祖国
的大西南来看望集团公司一线员
工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 “北京
城建六集团是密云的企业， 无论
经历了多少艰苦、 克服了多少困
难， 我们都会把密云企业最好的
一面在这里展现出来。”

杨镇职工比拼“配电盘组装”技能

昨天， 是 “6·18” 电商购物节后物流最忙碌的日子。 记者在北京
苏宁云商物流基地了解到， 由于今年 “6·18” 促销活动多、 品类全、
力度大， 因此物流量比往年骤增。 北京苏宁易购总经销郝嘉带领管理
层来到物流基地亲自为一线职工准备加餐， 送来冷饮， 当起 “后勤保
障员”。 此外， 公司管理层、 工会领导还分批来到一线为职工 “送清
凉”， 为职工做好 “后勤保障”， 在忙绿之余确保职工身体健康。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甘甘当当职职工工““好好后后勤勤””

密云区总赴遵义慰问辖区企业外施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