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市总工会2019年职工互助保障骨
干人员业务培训班上传来喜讯，
延庆区总工会被中华全国总工会
授予2018年度职工互助保障工作
“基层优秀单位”荣誉称号。

2018年， 延庆互助保障参保
职工占全区会员总数74.37%，互
助金总额同比增长9.97%，在深入

推进住院医疗和住院津贴、 重大
疾病、意外伤害“三位一体”互助
保障活动中取得显著成效。 工会
会员互助服务卡直赔受助职工占
全区会员总数29.79%， 受助金总
额大幅提升。据了解，今后延庆区
总工会将继续抓实职工互助保障
工作， 打造让党政放心、 职工满
意、社会认可的品牌项目。

延庆超7成工会会员参加互助保障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郁
郁葱葱，青翠欲滴，看了让人心旷
神怡”“瓜果飘香，沁人心脾，逛逛
菜园，我的心情放松了很多”……
近日， 走在金卫伟业保安公司职
工菜园纵横交错的田埂上， 看着
绿油油的菜园子， 金卫伟业保安
服务有限公司机关职工你一言、
我一语，透露出愉悦的心情。

据了解， 金卫伟业保安公司
十分关心职工的身心健康。 平日
里， 机关职工工作任务多， 心里
压力大， 为了让大家能在更好的
身心状态下工作 ， 提高工作效
率， 公司在提供健身锻炼、 读书

减压、 心理咨询辅导、 暖心驿站
等服务的基础上， 在公司领导的
大力支持下 ， 租赁了一小块农
田， 按照部门划分面积进行种植
和管理。 让职工们在工作之余，
拿起农具， 在劳动中体验农耕乐
趣， 在挖地除草过程中活动自己
的筋骨， 放松一下心情， 在采摘
自己种植的果实的时候， 收获着
喜悦。

“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做好职
工的服务工作， 这是给我们各级
工会提出的新课题。 基层工会要
不断创新服务理念， 拓展服务空
间，花小钱办职工喜欢的事情。工

会根据机关职工大多数人没有种
植经历， 但又十分喜爱农耕文化
的特点， 为职工提供了这个职工
菜园。 这是公司工会在服务职工
方式上的一次新的尝试 。” 金卫
伟业工会主席成洋说。

金卫伟业职工小菜园里享农耕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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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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职工之家”“娘家人”更加名副其实
———访东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许汇

北京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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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就了未来五年首都工会事业的
发展蓝图。 深入领会市委书记蔡

奇、 全总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
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 落实大
会确定的目标任务， 是当前首都
各级工会组织的重大历史使命。

结合核心区工会工作的生动
实践， 东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 区 总 工 会 主 席许汇表示 ，
要确保学习宣传贯彻不走过场，
从 “精学、 深悟、 实干、 倾情”
四方面入手， 引领职工听党话跟
党走。

许汇表示， 首先是精学。 及
时召开委员扩大会传达北京工会
十四大精神， 部署工会系统学习
宣传工作； 领导班子通过中心
组学习 、 研讨 、 讲党课等形式
开展学习； 在区委党校举办专题
培训， 机关、 事业单位全员通过
自学、 集中研读、 学习交流、 名
师讲座、 参观学习等载体深化学

习效果 。 基层工会领导带头宣
讲， 广泛发放学习资料， 重点抓
好层层传达和集中宣讲环节， 通
过演讲、 知识竞赛、 报告会、 文
艺演出等形式， 推进学习教育全
覆盖。

其次是深悟。 学思践悟北京
工会十四大精神， 增强对其精神
实质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
认同， 以上率下深入研究职工队
伍的新情况新变化， 努力探索把
握新时代首都工会工作特点与规
律。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以更大的勇气、 决心和力度解放
思想、破除障碍、创新方法，发挥
好桥梁纽带和国家政权的重要支
柱作用。

再次是实干。 要紧密结合未
来五年的主要任务， 联系首都核
心区工作实际、 职工群众思想实

际，聚焦服务“四个中心”建设，把
目标任务转化为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的路线图， 对重点任务、 关键
环节、 难点工作， 完善措施、 细
化进度、 明确责任， 以钉钉子精
神狠抓落实， 年底前高标准完成
工会改革任务， 着力推动组织机
构、服务体系、维权机制、职工教
育、 服务方式等方面的改革举措
落地生根、发挥实效，不断增强贴
近职工、联系职工、融入职工、动
员职工的本领。

最后要倾情。 将竭诚为职工
群众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 主动回应职工在劳动
经济、精神文化、民主法治、公平
正义、 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多元诉
求， 顺应职工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提升维权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发挥组织优势， 扩大工会工作覆
盖面，增强凝聚力影响力。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建
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职工队
伍。牢记职工利益无小事，切实把
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职工群众心
坎上，在新时代把工会是“职工之
家”、工会干部是“娘家人”做得更
加名副其实。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峪口镇总工会走进辖区企
业北京远博宏盛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开展职工沟通会， 与近百名职
工互动交流，40名职工现场入会。

活动现场， 镇总工会在企业
内部支起宣传海报、拉起条幅、摆

上宣传材料， 工会工作人员为前
来咨询的职工讲解工会的各项福
利政策， 使在场职工了解到互助
保障计划的详细情况、二次报销、
临时救助等。活动中，工作人员还
手把手指导职工下载北京工会
12351APP。

新闻【工会】04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吉言│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马骏│２０19年 7月 16日·星期二

■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万玉藻/摄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近日， 怀柔区总工会党
组书记、 副主席曹岩携班子成员
及相关工作人员一行， 来到河北
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总工
会，就深化《框架协议》合作签订
“精准扶贫有你有我———欢乐同
行丰宁坝上”项目协议和“创建全
国职工书屋”合作项目协议。

当天， 怀柔区总工会介绍了
此次 “精准扶贫有你有我———欢
乐同行丰宁坝上”项目情况，并与
七环旅游开发旅游公司、 金诺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就此次面向
全区及全市会员开展的会员专享

服务项目具体事宜达成共识，成
功签约。随后，区总工会一行来到
丰宁县基层企业工会———中国马
镇旅游度假区梦马酒店职工书屋
共建捐赠仪式活动现场， 与丰宁
县总工会签订共建全国职工书屋
合作协议， 一期向该酒店职工书
屋捐赠图书2000册， 二期由丰宁
县总工会提供部分图书。

曹岩介绍， 此次与丰宁县总
工会扶贫对接是继《怀柔、丰宁友
好区县工会合作对接框架协议》
签订并捐助10万元对口帮扶资
金、劳模互访后，又一次精准扶贫
的创新尝试。 怀柔区总工会充分

了解丰宁县总工会在普惠制等惠
及全体职工的服务项目方面的需
求， 对合作项目进行充分调研筹
备后， 经党组会商定特筹划了此
次对口帮扶支援合作项目。“从原
有协助宣传到直接将精准扶贫贯
穿到项目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
我们紧紧将政策帮扶与业务开展
有机结合， 同时站在京津冀一体
化协同发展高度开展工会工作，
不仅要让怀、 丰两地资源共享，
还要让北京市会员职工共同参与
共享， 让两地职工真正感受到来
自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 为进一
步拓宽帮扶渠道奠定基础。”

怀柔区总携手河北丰宁县总精准扶贫

福福斯斯汽汽车车职职工工
比比拼拼88项项技技能能

近日， 北京福斯汽车电线有
限公司举办了2019年职工技能大
赛。此次比赛包括拉丝穿模、铜丝
焊接、实用电路接线等共计8个比
赛项目。公司工会主席张杰介绍：
“我们每年都举办职工技能大赛，
主要是激发职工比学赶帮超的工
作热情，增强了职工合力，提升了
自身技术水平。”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范泽扬 摄影报道 峪口镇职工沟通会40人现场入会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平谷镇总工会走进海关西
园社区仁合公园内开展 “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 平谷镇工会工作人
员向来往群众发放“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宣传资料， 同时通过公布
举报途径， 鼓励市民积极检举揭
发、提供违法犯罪线索。此次宣传
活动， 提高了职工参与 “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意识，使扫黑除恶
工作深入人心。

平谷镇工会社区宣讲“扫黑除恶”

海海淀淀职职工工演演讲讲““我我与与祖祖国国共共成成长长””
近日，由海淀区总工会和区委宣传部主办，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承办的劳动筑梦“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海淀职工演讲大
赛举办。海淀园工会、海淀区教育工会、海淀置业工会等二十余家基层
工会的24名职工进行了精彩演讲。据了解，本次比赛选出的两名一等奖
获得者，将被安排参加海淀区举办的复赛。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签约会员专享服务项目 签订共建全国职工书屋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