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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近日， 顺义区胜利 街 道 总 工
会 开 展 了 夏 日 送 清 凉活动 ，
为奋战在一线的职工送去了实
用清凉包。 目前， 首批600份
清凉包已陆续送达一线职工手
中。

据了解， 本次活动中， 胜
利街道总工会通过发放清凉
包、 暖心驿站清凉服务等形式
为一线职工送去关怀和夏日的
清凉。 贴心定制的清凉包包括
清凉油、 毛巾、 药皂、 藿香正
气胶囊等防暑降温物品。

下一步， 街道总工会送清
凉活动将深入持续开展， 发放
清凉包的同时， 利用暖心驿站
临街贴近职工的优势， 为户外
工作的职工提供避暑、 饮水等
服务， 以实际行动为职工送去
真切的关怀。

胜利街道工会600个清凉包送达一线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9日，
由海淀区商务局主办， 区商业联
合会承办，区总工会、区妇联等单
位协办的 “第十三届海淀区商业
服务业职业技能风采大赛” 汇报
演出———“向上的力量”献礼祖国
70华诞主题演讲活动举行。

此次主题演讲涵盖家国情
怀、成长、蜕变、逐梦圆梦等内容，
是风采大赛十一项活动中的其中
一项。 前期邀请专业老师从演讲
技巧、演讲礼仪、应对突发情况等
多方面进行培训，从理论到实践、
再到方法掌握以及运用等进行讲
解和示范， 帮助演讲嘉宾提升对
主题演讲的整体驾驭能力， 经过
多轮理论提升培训、 实务实操及
初赛、 复赛环节选拔，9位优秀演

讲嘉宾入围当日汇报演出。
据了解， “第十三届海淀区

商业服务业职业技能风采大赛”
为期三个月， 十余项赛事， 通过
以赛代训、 以训代练的形式让商
业服务业员工在历练中成长。 汇
报演出期间， 大赛组委会对10位
优秀选手及15家优秀集体进行了
表彰。 赵思远 摄

密云区总今年将首次选树“密云工匠”
结合各个职业特点采取理论考试与现场比武形式进行选树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10
日， 记者从密云区总工会 “宝沃
杯” 经济技术创新竞赛和 “安康
杯” 竞赛活动推进式上获悉，今
年，密云区总工会将首次选树“密
云工匠”，以此激发广大职工的劳
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弘扬工匠
精神。

据了解， 密云区总工会已持
续多年开展以“当好主力军、建工
新密云” 为主题的经济技术创新
竞赛活动，全区500余家企事业单
位工会近28万人次参赛， 在智能

制造、 节能环保等六大高端产业
开展技能大赛和岗位大练兵1500
余场，参与职工20万人次；提出合
理化建议近6000条， 采纳3000余
条， 实施2700条。 同时宣传落实
“在职职工职业助推计划”， 加大
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全区有
164人享受职业助推。

今年， 该竞赛活动将继续以
“千、 百、 十” 为主线。 在行政
事业单位以 “提素质、 创佳绩、
促发展” 为主题， 开展争创优秀
创新标兵、 优秀合理化建议、 优

秀创新成果活动。 在企业以 “提
素质 、 提质量 、 促和谐 、 促发
展 ” 为主题 ， 开展优秀技能标
兵 、 创新工作室 、 优秀改善提
案、 优秀科技成果活动。 “我们
在实施职工创新助推项目、 开展
职工职业技能培训、 开展劳动竞
赛的基础上， 首次选树 ‘密云工
匠’。” 密云区总工会党组成员、
女工委主任包秀媛介绍， 本着选
树职业 （工种） 更加符合生态富
裕创新和谐美丽新密云战略定
位， 更好地展现密云职工的高超

技能技艺的工作原则， 区总工会
将在数控车工、 叉车工、 维修电
工、 道路客运汽车驾驶员 （公交
车）、 中式面点师、 中式烹调师、
园林绿化工、 焊工、 钳工、 汽修
工等职业 （工种） 中选树工匠 。
选树方式上 ， 将结合各个职业
（工种） 特点采取理论考试与现
场比武的形式进行。

据悉，明年“五一”前，密云区
总工会将对“宝沃杯”经济技术创
新竞赛活动进行评选， 并集中表
彰优秀技能标兵、优秀创新标兵、

优秀创新成果、优秀创新工作室、
密云工匠以及优秀组织单位。

推进式上， 密云区应急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也对“安康杯”竞赛
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 要求参赛
企业按照 “安康杯” 活动实施方
案，有序推进活动开展的同时，紧
密结合当前安全生产形势， 抓好
当前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此次推进式邀请了密云区总
工会各直属工会主席、 副主席，
开发区重点企业工会主席， 职工
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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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员
刘梦） 近日， 北京佑安医院举办
了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典
红歌音乐赏析”讲座，共计120名
职工参与了此次红歌讲座。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
及全党开展的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主题教育之际， 中国音乐
家协会会员、 德国慕尼音乐教育

硕士沙日夫利用2个小时的时间，
以诙谐幽默的语言， 为医院职工
讲解了红色文化的形成和演变，
并以互动的方式， 边唱边讲解红
歌的创作背景， 同时带着职工纵
情放歌。 全院共计120名职工参
与了此次红歌讲座， 使职工在欣
赏了红歌的同时， 汲取了精神的
力量。

佑安医院百余职工聆听红歌音乐赏析

海淀商业服务业职工讲述家国情怀

近近百百名名教教职职工工
体体验验冰冰壶壶运运动动
7月9日， 北京市教育工会冰

雪兴趣汇举办教职工 “助力冬
奥 ”冰壶体验活动 ，来自北京市
教育系统各高校、区教育工会和
高校附属医院及直属单位的近
百名教职工参与活动。 当天，市
教育工会不仅聘请专家介绍了
冰壶知识 、比赛规则 、观赛礼仪
等理论， 还请来教练进行辅导，
传授冰壶运动技术，让教职工在
感受冰雪运动乐趣的同时，宣传
普及冰雪运动知识。

本报记者 任洁/文
北京市教育工会供图

深入一线送清凉 工会关爱暖人心

工工会会送送来来
防防暑暑礼礼包包

近日 ， 房山区青龙湖镇
总工会开展以 “夏送清凉 ,关
爱相伴” 为主题的 “送清凉”
活动。 活动通过 “北京工会
12351APP” 为青龙湖镇工会
会员提供500份清凉包。 清凉
包里有迷你电风扇、 藿香正
气胶囊、 藿香正气水、 风油
精、 创口贴、 毛巾和香皂等
防暑物品。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近
日， 顺义区天竺地区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刘哲带队，先后走
进北京市燕京服装有限公司等
镇域内企业，慰问一线职工，他
们为职工送去解暑饮品的同
时，还将政策宣传、安全培训等
服务送到职工身边， 让活动送
的是“清凉”，暖的是“人心”。

据了解， 走访慰问活动正

式拉开了天竺镇总工会 “情系
职工———夏送清凉” 活动的序
幕， 刘哲对在高温季节坚持工
作的广大员工表示慰问和感
谢，并叮嘱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同时要求
企业各部门做好后勤保障工
作，落实好防暑降温措施，保证
职工身体健康和安全生产两不
误，为企业发展再建新功。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情系
职工———夏送清凉” 活动作为
天竺镇总工会每年坚持开展的
一项服务职工活动， 今年已累
计送出消暑饮品3950箱， 惠及
职工3000余名。与此同时，该镇
总工会将持续通过政策宣传、
安全培训、法律维权、心理服务
等多种方式， 切实保障地区企
业安全生产、职工顺利度夏。

天竺工会走进辖区企业送清凉说安全

(上接第1版)
此外， 本市还大幅提升就业

见习补贴标准， 由原来的每人每
月500元， 调整到与今年的城镇
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持平， 也就
是每人每月2200元。 毕业2年内
未就业的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
中专毕业生及技工院校毕业生；
本市16至24岁的登记失业人员以
及转移就业登记的农村无业或务
农劳动力， 都可以申领， 见习多
长时间， 就能申领多长时间的见
习补贴， 需要注意的是， 每个人
只能申请一次。

《办法》 优化了申报程序，
有意向的见习人员和单位均可登
陆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官网公共服务平台用户中心”
（www.bjrbj.gov.cn） ， 通过网上
申报系统登记办理就业见习，并
在网上申报补贴， 系统将自动比
对核实数据，着力提升服务效率，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据了解， 市人力社保部门还
将加强对见习单位的监督管理，
对违反有关法律和规定的企业，
视情况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