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
员 马宁） 近日，石景山区古城
街道总工会走访慰问了辖区企
业， 为企业送去了 “爱心晴雨
伞”，方便职工出行。

街道工会来到新建会百人
企业北京古运混凝土有限公
司，将20余把“爱心晴雨伞”送
给了企业， 职工拿到伞后高兴
地表示， 工会的服务真是太贴
心了，有了爱心伞，以后下班遇

到刮风下雨都不害怕了。“爱心
晴雨伞” 主要用于职工临时外
出、下班回家等，用完后再放回
原处，以便其他职工再使用。截
至目前， 街道总工会已累计向
辖区企业职工之家、社区、楼宇
暖心驿站等送去了 “爱心晴雨
伞”300余把，通过共享方式，方
便职工使用， 切实保障职工高
温天气和雨天的出行安全。

据了解， 此项活动也是古

城街道总工会“送清凉”活动的
一部分，6月入夏以来， 街道总
工会“夏日送清凉”活动已全面
启动，今年的“送清凉”活动将
通过线上和线下同步开展，“线
上 ” 面 向 全 体 会 员 通 过
12351APP在线预订500把晴雨
伞；“线下” 主要是针对一线作
业职工比较集中的企业， 进行
集中走访慰问，保障职工安全
度夏、 清凉度夏。

古城街道工会将送出500把爱心伞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近
日，首钢矿山医院“党员先锋服务
队”一行深入社区，为矿区职工家
属开展医疗咨询服务。

今年以来， 矿山医院将党建
工作与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相融
合， 成立了由10名党员技术骨干
组成的“党员先锋服务队”，制订
了系统的“走出医院、进入社区”
服务计划， 着力提升矿山医院的
医疗服务满意度。

此次“党员先锋服务队”队员
由内科、神经内科、骨科、肛肠外
科、疼痛专科、肝病专科、妇产科、
中医科等8个专业10名党员骨干
组成。活动中，服务队队员为职工
家属提供现场健康咨询、 测血压
等服务，同时进行高血压、糖尿病
等慢性病的健康知识宣教， 并给
予饮食、用药、诊疗建议等。在两
个小时的时间里， 共接诊100余
人，受到职工家属的好评。

首钢矿山医院党员为职工家属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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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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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工会服务水平 实现发展成果共享
———访朝阳区政协副主席，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张永新

“北京工会十四大是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北京
建设发展迈入新阶段、 工会深化
改革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重要会议。” 朝阳区政协
副主席，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
席张永新表示， 学习宣传贯彻北
京工会十四大精神作为当前乃至
今后一段时间内， 朝阳区各级工
会组织的首要任务 ， 要学深学
透、 融会贯通。

朝阳区各级工会组织要把学
习宣传贯彻北京工会十四大精神
作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具体举措和有力抓
手， 不断树牢 “四个意识”， 坚
定 “四个自信”， 坚决维护习近
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进
一步发挥工人阶级在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 奋
力开创新时代朝阳区工会工作发
展新局面。

张永新指出， 北京工会十四
大精神内容丰富， 涉及工会工作
各个方面。 工会领导干部要带头
学， 先学一步、 学深一层， 做好
示范、 当好表率、 搞好辅导。 广
大工会工作者要深入学， 通过专
题培训和专题研讨， 讲体会、 写
心得，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工
作的实际行动。

与此同时， 朝阳区各级工会

组织要加大宣传力度， 积极营造
职工群众学习北京工会十四大精
神的浓厚氛围。 依托职工之家、
职工书屋等各种职工文化活动阵
地和平台， 注重运用融媒体宣传
手段， 采取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 组织开展对大会精神的集
中学习， 让职工群众把学习热情
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强劲动
力， 在美好新朝阳的建设中充分
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争做
新时代的奋斗者。

为切实把北京工会十四大精
神落实到工会工作的各个方面，
张永新表示， 要进一步提升工会
服务水平， 面向基层工会和广大
职工会员， 按照 “服务年” 工作
各项要求 ， 把 “全覆盖 、 普惠
制、 精准化” 的服务理念和实现
发展成果共享作为工会服务工作
的重要目标， 深入开展持续性、
系统性的服务活动 ， 强化规范
型、 普惠型、 精准型、 智慧型、

便捷型服务， 提升工会组织影响
力、 凝聚力， 提升广大职工会员
的幸福感、 获得感。

结合朝阳区职工的实际情
况，启动第一届“朝阳工匠”选树
活动， 旨在全区各行各业挖掘具
有高超技艺、 领军作用、 突出贡
献、职工认可的一线劳动者，充分
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 弘扬他们
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 精益求精
的品质精神和用户至上的服务精
神，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朝阳区总工会还要求各街
道、地区、功能区总工会、各产业
工会，结合“朝阳工匠”选树和工
匠系列赛活动， 开展本级工会技
能竞赛、劳动竞赛，通过本级竞赛

挖掘出的优秀选手可推荐参加挑
战工匠系列赛， 形成一级带动一
级，全区上下有机联动。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
求精的敬业风气，让诚实劳动、勤
勉工作在朝阳大地蔚然成风。

张永新表示， 朝阳区总工会
通过实施以送思想理论、 文化文
明、 志愿服务为主要内容的 “三
进” 活动， 形成宣传引导、 典型
示范、 文化陶冶、 制度保障等长
效机制， 强化各级工会干部政治
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素养， 帮助
广大职工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和实践
要求。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兴谷街道总工会特邀请北
京银行工作人员举办工会会员互
助服务卡宣传活动。

银行工作人员现场为持工会
卡的会员办理开通业务， 让会员
们体验一站式服务的便利， 并可
参加银联云闪付换购礼品活动。
在活动过程中， 兴谷街道工会工

作人员耐心讲解工会组织的职能
作用， 如何办理工会卡、12351手
机APP注册等工会知识， 以及加
入工会组织后， 享受工会会员互
助服务卡“二次报销”、优惠购物、
免费抢门票、 免费抢洗车卡和理
发卡、免费观电影、技能助推等工
会政策福利活动， 同时详细解答
关乎职工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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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5日，
西城区总工会在北京坊东广场
举办 “不忘初心喜迎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牢记使命服务职工
送清凉”活动启动仪式。据悉，
今年， 西城区各基层工会将投
入600万元开展送清凉工作，惠
及职工10万余人。

据了解， 西城区总工会今
年投入200万元用于开展送清
凉活动。 其中，137万元用于制
作清凉包和茶叶， 并发放到一
线职工手中， 同时向29家基层
工会拨款63万元专项送清凉经

费。活动现场，公安干警、出租
车驾驶员、 快递小哥等60余位
职工代表都收到了西城区总工
会送出的清凉包和茶叶。 来自
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的
“的哥”刘春波还在清凉包里发
现了驱蚊膏、座椅冰垫、小风扇
等物品。 他表示：“我们一定要
把这份关怀带到工作中， 带给
每一位客人， 让西城的名片更
靓丽，让北京的名片更靓丽。”

除了送出清凉包， 区总工
会还将开展慰问活动。对交警、
快递、 保安等在高温下进行户

外工作的群体进行重点慰问和
走访。此外，在今年的活动中，
区总工会创新性融入五星劳模
矩阵打卡活动， 职工可以通过
打卡劳模匠人基地， 观看劳模
视频、转发分享获取积分，根据
相应的积分兑换相应奖品，同
时通过网络为50位“大都工匠”
打卡点赞，兑换清凉品。

“这些活动可以提高职工
参与度， 让职工有更多获得感
和幸福感。同时，鼓励企业参与
到为职工服务的公益服务中。”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

西城工会“送清凉”惠及10万职工
职工可通过打卡劳模匠人基地等获取积分 兑换清凉品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近日，
怀柔区杨宋镇总工会举办了单芯
单股铜线常用接法（线头接续）技
能大赛。激发企业电工学技术、练
本领、比技能的热情，

当天， 来自杨宋镇辖区内20
多个企业的30余名电工参加了技
能赛。按照比赛规定，每名电工要
用长2米的单股铜线独自完成4种
不同的接线方法， 用时最短的人
获胜。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北京
依诺维绅家具有限公司的程付勇

荣获一等奖。下一步，镇总工会将
持续开展辖区内各类职业技能竞
赛，助力企业产业转型升级。

杨宋镇20余家企业电工比拼接线技能

深入一线送清凉 工会关爱暖人心

进进企企业业送送清清凉凉
8日， 东城区总工会主席

许汇带队，来到辖区企业京港
地铁， 为职工送上清凉慰问
金。据介绍，京港地铁工会成
立以来，开展了各项有利于构
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企
业健康发展的工作。公司工会
整合各方资源，克服员工人数
多， 工作地点分散等问题，为
职工搭建舒缓情绪、减轻压力
的平台。 本报记者 边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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