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近
日，顺义区高丽营镇工会干部，
带着包含绿豆、沐浴露、花露水
等消暑物品的“清凉包”，走进
了辖区企业， 送到了一线职工
身边。据了解，今年的“夏送清
凉”活动将通过发放“清凉包”
形式，覆盖2600余名一线职工。

为做好高温季节职工劳动
保护工作， 镇总工会已于日前
全面启动了 “夏季送清凉”活

动，主要面向全镇工作在劳动、
生产一线的职工开展， 镇总工
会副主席李京梅介绍，“工会根
据职工实际需求， 准备了包含
消暑物品的‘清凉包’，我们在
发放给企业一线职工， 送去阵
阵清凉的同时， 也时刻提醒大
家，关注安全生产，平安度夏。”

收到 “清凉包” 的职工表
示，“夏季送清凉” 活动让他们
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会组织的关

怀， 同时也将严格遵守安全生
产相关工作要求， 做好职工防
暑降温和劳动保护相关工作，
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

李京梅说， 今后， 高丽营
镇总工会将借助 “夏季送清
凉” 等品牌服务， 加强职工服
务力度， 并围绕安全生产与劳
动保护这一主题， 面向一线职
工开展各类安全生产培训等活
动， 切实增强职工安全意识。

高丽营2600余职工获工会“清凉包”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张秀） 10日， 中铁建工上海分公
司46名新员工与公司班子成员欢
聚一堂， 共同为7月出生的7名新
员工举行“集体生日会”。

为了让这些毕业生更好地转
变角色、 迅速融入企业， 公司团
委、人力资源部提前策划，设置了
丰富多彩的培训课程及暖心 “套
餐”， 集体生日就是其中之一。现
场，寿星们满怀感动地插蜡烛、唱
生日歌 、许愿望 ，感受 “家 ”的温

暖。7位主角分别介绍了自己，并
表达了对企业的感谢。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集体生
日是公司团委近年来重点推出的
特色品牌活动，是践行“家”文化，
打造魅力、 幸福上海分公司的有
效载体。 在2019届新员工培训活
动中， 公司团委还推出了班委选
举、 青春讲堂、 大咖分享等文化
“套餐”， 为新员工搭建了展示交
流的舞台。 通讯员 王温成 摄

赛训结合打造首都“园林工匠”
2018园林绿化行业“金剪子”大赛表彰暨2019造园工艺师大赛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瑞国） 7
月11日， 北京市 “职工技协杯”
2018年园林绿化行业“金剪子”大
赛表彰暨2019年“造园工艺师”大
赛启动仪式在北京市职工服务中
心举行。20名“金剪子”选手脱颖
而出，获得荣誉证书、奖牌、高技
能人才证书和2000元－5000元的
助推资金。3名获奖选手代表发表
了获奖感言。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首都绿化办）党组成员、首都绿
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廉国钊主

持颁奖和启动仪式， 市园林绿化
局（首都绿化办）党组成员、副局
长蔡宝军宣读了获奖名单。 北京
市服务工会主席孙宇为市园林绿
化局（首都绿化办）工会颁发了特
殊贡献奖证书和奖杯。

据了解，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立足于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实际，
深入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 大力
培养高素质园林绿化职工队伍。
近4年来， 在市总工会大力支持
下， 举办专业培训200多场次，培

训园林绿化行业技术工人4000多
人。2018年， 举办集赛训一体的
“传承劳模精神 培育绿色工匠”
全市林木修剪“金剪子”大赛，促
进养护修剪技能人才快速成长，
提升了全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精
细化水平 。2019年将在全行业举
办“造园工艺师”技能大赛，提升
职工技能、 打通职工职业上升渠
道， 为首都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

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

副局长高士武代表市园林绿化局
党组就全行业开展劳动和技能竞
赛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助力行业
发展，深入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
二要契合行业发展， 创新劳动和
技能竞赛机制； 三要立足行业发
展，深化劳动和技能竞赛成果。

当天，随着“造园工艺师”技
能大赛总裁判长、 第44届世界园
艺大赛评委李夺介绍大赛赛程 ，
标志着北京市“职工技协杯”2019
年园林绿化行业技能大赛拉开了

帷幕。此次大赛分为预赛、决赛，
选取综合成绩前16支赛队进入决
赛。 大赛评判体系参考世界技能
大赛园艺项目相关内容进行设
置。每支参赛队伍5人按照指定图
纸，在2天16工时内完成30平方米
微景观建造，内容包括石作砌筑、
铺装、木作、水景、植物造景五大
技术工种。 比赛设置微景观建造
团体奖、 优秀组织单位奖和个人
单项金奖。 凡进入决赛的队员将
获得北京造园工艺师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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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建工新入职员工感受“家”温暖

深入一线送清凉 工会关爱暖人心

工工会会送送福福利利
情情暖暖副副中中心心

10日 ， 通州区总工会职
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来到区
水务局 、 区公安局战训队 、
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为
高温下奋战的2500余名一线
职工， 送去了洗浴套装、 茶
叶、 咖啡、 酸梅晶等防暑降
温物品。 职工表示， 决不辜
负领导的期望， 继续保持吃
苦耐劳的工作作风。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
员 彭仕伟） 近日，首开集团房
地首华物业国馨分公司工会对
在管的13个项目300多名职工
开展“夏季送凉爽”活动，慰问
酷暑中户外作业的一线职工，
为他们带去矿泉水、祛暑饮料、
白糖、绿豆、藿香正气胶囊、风
油精等夏季常用物品和药品。

分公司工会负责人通过深
入走访， 对坚守一线职工表示
慰问和感谢， 希望大家继续发
扬吃苦耐劳、国企担当的精神，
为分公司营造和谐稳定氛围。
慰问中， 工会负责人叮嘱各项
目一定要解决好职工夏季生活
问题，合理安排作息，加强夏季
施工作业安全教育， 切实做好

高温期间的防暑降温工作，保
证职工身心健康和安全生产。

据公司工会负责人介绍 ，
“夏季送凉爽”活动是国馨分公
司工会的一项传统常规工作，
让奋战在高温环境中的一线职
工感受到工会的关怀。 此举调
动了一线职工的积极性， 提高
了企业的凝聚力。

首华物业国馨分公司走访户外职工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7月11日至8月31日 ，怀
柔区总工会面向全市会员开展
“精准扶贫有你有我———欢乐同
行丰宁坝上” 优惠旅游活动。届
时，全市会员都可在炎炎夏日里，
享受到怀柔区总工会依托精准扶
贫为大家送来的清爽之旅。

据怀柔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
副主席曹岩介绍， 为更好推介丰
宁旅游资源， 由区总工会党组成
员带队， 专程来到丰宁坝上景区
实地考察， 充分了解了丰宁工会
在普惠制等惠及全体职工的服务

项目方面的意愿， 考量了当地旅
游特色、气候环境特点、最佳旅游
时间等实际情况后， 拿出了此次
会员专享活动方案。 这也是推动
怀柔区助力受援地区脱贫攻坚三
年行动计划的具体落实。

活动期间， 本市在职工会会
员到丰宁千松坝国家森林公园和
神仙谷、 七彩森林景区可享受优
惠购景区门票活动。 怀柔区工会
会员则可通过手机12351APP扫
码， 每人最多现场免费领取两个
景区当天门票各3张，计划发放免
费门票共计2000张。

怀柔区总面向全市职工推出优惠旅游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7
月12日是入伏第一天， 顶着33
摄氏度的高温，密云区委常委、
区委副书记刘颖， 区政协副主
席、 区总工会主席何丽娟带队
来到密云区交通局执法大队 ,
为工作在这里的38名执法干警
送来了“清凉包”。截至目前，密
云区总工会已先后走访23家企
事业单位，慰问职工近5000名。

据介绍，今年，密云区总工
会高度重视此次 “送清凉”活
动，经过精心谋划，在全区23家
企事业单位中开展走访慰问职

工活动。此次活动持续三天，慰
问范围涉及园林绿化、 环境卫
生、 司法警察以及非公企业职
工等诸多行业和岗位。

每到一处， 带队领导干部
们都会向在高温酷暑中坚守岗
位的一线职工表达诚挚的关
怀；把包含冰糖、绿豆、茶叶、香
皂、 毛巾、 白糖等解暑用品的
“清凉包”， 送到职工手中。同
时， 叮嘱广大一线职工提高自
我保护意识，确保安全度夏，以
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本职工作
中， 为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贡

献力量。
据悉，此次慰问活动前，密

云区总工会还先后在高考期
间，慰问全区520名高考一线教
师；并在初夏远赴贵州遵义，慰
问工作在那里的北京城建六公
司的密云职工。同时，密云区总
工会还转发北京市总工会关于
防暑降温工作的相关文件与部
署，动员基层各级工会组织，积
极开展“夏送清凉”活动，宣传
防暑降温政策， 落实各项安全
防范措施， 确保全区职工在生
产生活中平安度夏。

密云区总为5000职工送去清凉关爱

(上接第1版)
对已经内退但面临生活费发

放难的职工， 将督促企业强化责
任意识， 依法履行职工安置方案
要求 ， 确保生活费按时足额发
放。 对奖补资金已有支持但拒不
履行法定义务、 严重损害职工权
益的， 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
任。 对前期安置后仍处于失业状
态的职工， 及时办理失业登记，
提供公共就业服务， 纳入常住地
就业创业政策扶持体系， 促进其
及早再就业。

《通知》 明确， 各地要对符
合条件的失业人员， 按规定落实
好失业保险待遇， 简化优化发放
程序。 对符合条件的在岗职工、

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 及时纳入
最低生活保障、 临时救助和工会
帮扶救助等范围。 对符合就业困
难人员条件的失业人员， 及时纳
入就业援助范围， 落实好企业吸
纳、 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政策， 对
确实难以市场化就业的， 合理开
发公益性岗位予以优先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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