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近
日， 顺义区高丽营镇总工会举办
了2019年基层工会干部专题培训
会， 来自该镇30个单位80余名基
层工会干部、 工会财务人员参加
了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共分为中国工会十
七大精神和北京工会十四大精神
贯彻学习、 工会经费规范化管理
与使用培训两部分。“我们要求各
基层单位做到四个认识。即：深刻
认识坚持党对工会工作领导的根
本原则、 深刻认识工会履行维权
服务的基本职责、 深刻认识深化

工会改革创新的方向目标、 深刻
认识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是工
会组织的重要任务。”镇总工会副
主席李京梅介绍。 培训会还对工
会经费的来源、缴纳、留成、返还、
经费使用等相关要求进行讲解。

镇总工会对各基层工会提出
要求：“各单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使命感，围绕习近平关于工
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
两次会议精神内涵， 结合本单位
实际，形成落实工作方案，认真组
织企业职工学习会议内容， 保证
会议精神落实到基层当中。”

工工会会搭搭平平台台
保保安安展展风风采采

海淀保安分公司工会注重基
层保安员文化活动建设， 近日，
在保安队伍中持续开展了摄影、
征文、 演讲等活动， 为他们搭建
了寓教于乐的平台， 不仅丰富了
保安员的业余生活， 同时也培养
了保安队伍的团结协作精神。 图
为， 分公司工会组织拔河比赛。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田文江 摄影报道

高新技术产业职工乐享趣味运动会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7月

30日，高新技术产业工会首届职
工趣味运动会在博锐体育综合
体室内足球场拉开帷幕，来自各
个基层工会200余名职工参与。

现场 ，沙包掷准 、九宫格足
球、吸盘射箭、定点投篮、愤怒的
小鸟、青蛙骑士等6项个人比赛，
以及动感五环、超级碰碰球和拔
河3项团体比赛次序进行。

“整个活动安排的非常好 ，
通过比赛，能明显看到员工们劲
往一块使 、心往一块想 ，被凝聚
在了一起。希望他们能把这种精
神和热情带到工作中去。” 北京
中宏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赵劲松告
诉记者，当天，企业的总经理亲自
带领30名职工前来参赛， 展示出
对工会工作的极大支持。

高新技术产业工会主席侯雪

峰表示， 本次趣味运动会以促进
职工健康、增加企业活力为宗旨，
是高新技术产业工会落实朝阳区
总工会2019年“工会服务年”工作
方案的一项重点工作。 希望通过

运动会展现职工顽强拼搏、 奋发
进取的精神， 增强职工的凝聚力
和集体荣誉感， 为高新技术产业
工会全系统职工提供同场竞技、
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的机会。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近

日， 顺义区胜利街道总工会举办
了一场“传承传统文化、手绘一丝
清风”团扇制作活动，来自益民学
校、集美家具、唐茗轩茶艺馆等9
家企业的十余名职工参加了本次
活动。

活动伊始， 老师向大家介绍
了团扇的发展历史， 团扇被赋予
的文化内涵； 并讲解了团扇的制
作方法；最后把团扇、颜料、画笔
分发给每位职工， 带领大家一起
完成 “红船精神” 团扇扇面的画
作。 职工根据老师介绍的颜色搭
配，在扇面上认真细致地作画，最
终在老师的指导下， 一把把色彩
鲜艳的成品扇子展现在大家眼
前。来自益民学校的职工表示，通

过制作团扇不仅感受了传统文化
的魅力， 还深化了各企业职工之
间的交流。

据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活动，职工不仅学习了关
于团扇艺术的传统知识 ，真切
而深刻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永
恒魅力， 更增强了基层工会组织
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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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石景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高洪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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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会深入改
革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
一次重要会议，是一次振奋人心、
鼓舞干劲、凝心聚力的大会。石景
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总工
会主席高洪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为贯彻落实好北京工会十

四大精神， 石景山区各级工会广
大工会干部带头学、深入学，用新
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紧紧围绕市委、全总对工会工
作的指示要求和全区中心工作，
学思践悟、融会贯通，落实到工作
岗位上、落实到行动中。

高洪雁说， 全区各级工会组
织围绕北京工会十四大提出的目
标任务，首先紧密联系本地区、本
行业、本单位工作实际，制定贯彻
落实的意见和措施， 积极谋划好
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 在工作中
认真学习、 领会和落实北京工会
十四大精神。同时，宣传并落实北
京工会十四大精神中的创新方法
及效果， 切实把广大职工和工会
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各项工作
任务部署上来， 以扎实的工作作
风和切实的工作成效取信于广大

工会会员。其次，提高政治站位，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
论述，紧紧围绕工会大局，保持和
增强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的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

高洪雁指出，作为工会人，怎
样才能更好地服务职工， 是要经
常思考的问题。 北京市总工会主
席刘伟在会议报告中指出， 要努
力为职工提供便捷、普惠、精准、
常态的暖心服务， 不断增强职工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这就是对工会为职工开展服务的
要求。据介绍，近期石景山区总工
会为深入推进集体协商工作，切
实有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实现
劳资双方互利共赢， 开展了集体

协商宣传月活动。宣传月期间，区
总工会权益维护部先后走访指导
20余家基层工会开展集体协商工
作，权益部今后将继续深化以“四
必谈”为重点的集体协商，拓宽服
务职工的工作领域、 丰富服务内
容、改进运行方式，稳步推进集体
协商工作提质增效， 着力促进区
域营商环境发展。

高洪雁表示， 接下来区总工
会将继续举办劳动竞赛、 服务展
示、技能大赛等活动，对提升职工
业务水平、增强企业凝聚力、弘扬
劳模精神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建

立立体化全方位服务机制， 认真
研究新时期维权服务工作新形
势、新规律，探索新渠道、新路径，
进一步完善全覆盖的职工服务体
系，使广大职工获得感持续提升；
创新服务品牌，完善职工服务，继
续把送文化、送技能、送维权、送
岗位、送保障、送安全的“六送”普
惠服务品牌引向深入。 在今后的
工作中， 石景山区各级工会组织
和广大工会干部将以北京工会十
四大精神为指针，站在新起点，迈
步新征程，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中展现工会的新担当和新作为。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
日， 朝阳区建外街道总工会依托
街道办事处 “送政策进楼宇”活
动，举办人才专场政策宣讲会。会
议邀请朝阳区区委组织部、 朝阳
区人力社保局、 朝阳区国际高端
商务人才发展中心、 朝阳区海外
学人中心等职能部门为地区企业
进行人才政策宣讲， 助力地区企
业发展。 地区20余家已建会企业
和100余家未建会企业参加。

当天， 相关负责人就朝阳区
高端商务人才政策进行宣讲，围

绕现代服务、文化创意、金融、高
新技术四大产业分别介绍了国际
高端商务人才的认审与评定、申
报范围、申报条件、申报平台以及
相关政策支持等内容， 为企业发
展提供了政策引导。 结合宣传折
页， 现场还为大家介绍了海外高
层次人才政策———“凤凰计划”的
基本概念，2019年 “凤凰计划”的
申报条件、申报流程，以及朝阳区
海外人才的服务体系、 外籍人才
出入境政策等内容。

随后，进行了人才引进、留学

生引进政策的宣讲， 分别介绍了
国内人才引进政策依据、 办理条
件、优秀人才引进“绿色通道”等
内容， 并列举实例指出人才引进
与“积分落户”的区别，帮助企业
代表对人才引进政策有更加深刻
的理解和认识。

宣讲结束后， 各职能部门及
工会相关负责人针对企业需求，
开展了一对一、 面对面的答疑解
惑。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过政策宣讲活动， 为企业引进人
才、促进发展带来实际帮助。

建外工会进楼宇宣讲人才引进政策

建立体化全方位服务机制 提升职工获得感

胜利街道总工会邀职工手绘“清凉”

□ 本报记者 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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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丽营基层工会干部热学会议精神

(上接第1版)
王学勤强调 ， 7月16日 ，

习近平总书记前往内蒙古自治
区自然资源厅， 调研指导自然
资源厅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主题教育时强调， 各地
区各部门在开展主题教育中要
注意抓 “四个到位”， 要同党
中央安排部署对表对标， 同时
要结合实际， 丰富方式方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要取得实际效果， 解决实
质问题， 抓 “四个到位” 至关

重要。 在主题教育过程中， 市
总工会机关以及各事业单位党
员领导干部要做到同学习、 同
部署、 同落实， 不断推进主题
教育取得实效成果。

市委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络一组负责人， 市委主题教
育巡回指导组第七组成员， 市
总工会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成员部门负责人， 市总工会
本级巡回指导组以及有关工作
人员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