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航天科工203所所
长葛军带队赴通州施工现场
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并给冒着
酷暑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送
去了慰问品。葛军重点检查了
外场作业的安全管理情况和
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措施，并
强调，各级管理人员一定要绷
紧安全这根神经，施工作业人
员要做好风险的识别和管控。

通讯员 施敏 摄影报道

海淀区总工会免费送出万份清凉包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感谢工会组织送来清凉用品，
让我们工作起来更有劲头，也
更踏实了。”近日迎来连续高温
天，海淀区政协副主席、区总工
会主席胡淑彦， 把一包包暑期
清凉慰问品送到建筑工人手
里。 此次活动拉开了2019年海
淀区总工会暑期“送清凉”活动
的序幕。

据了解， 今年海淀区总工
会“暑期送清凉”活动将覆盖全
区30余家重点一线单位， 涵盖
保安、 公安等一线执法人员以
及建筑工人、 环卫工人等户外
工作人员。同时，拓宽送清凉覆
盖面， 依托工会12351运行平
台， 开展工会会员免费领取清
凉包一万份活动， 让全区工会
会员和职工都有机会参与和享
受清凉活动。 据海淀区总工会
职工服务中心负责人赵朋超介
绍，区总工会领导将分别带队，
在把清凉用品送到基层、 一线

的同时， 借机会倾听基层单位
的心声，了解职工的诉求，并通
过送清凉吸引广大工会会员参
与工会活动。

胡淑彦在海淀区建筑工地
现场与一线职工亲切交谈，肯
定建筑工人长期以来为海淀发
展建设所做的突出贡献。 她表
示，“广大建筑职工发扬钢筋铁

骨工作精神，换来海淀新风貌，
正是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保证
了海淀大环境的不断改善提
升”。她强调，当前，海淀区正在
创建全国卫生城区， 希望广大
职工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继续发
扬“工匠精神”，为创建全国卫
生城区和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贡献更大的力量。 赵思远 摄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第十二
车队工会探索创新工作室共建新
模式。 车队门丽创新工作室联合
第八车队廖娟首席技师工作室与
保修分公司二厂于昕峥技师工作
室开展了座谈交流， 并签订了长
期共建合作意向书。

座谈会上， 门丽创新工作室
的成员就纯电动公交车常见故障
及正确的报修方法探讨、 交流。
于昕峥技师工作室成员对大家提
出的问题逐一解答， 并做了详细
的记录。 随后， 于昕峥技师工作

室对纯电动公交车提出的技术需
求及保修办法达成了随时了解并
给予解决的意向。 随后， 三方签
订了长期合作意向书。

据了解， 意向书中提到， 将
就纯电动公交车的常见故障及正
确的报修方法项目开展合作研
究 。 将不定期召开交流会。 通
过技术交流， 不断改进现实存在
车质车况难题， 提升乘客出行质
量。 本着资源共享的 原 则 ， 以
不同形式开展创新工作室成员
互动交流活动， 不断提升技术服
务水平。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日
前， 顺义区高丽营镇总工会2019
年 “比乐米杯” 职工缝纫技能比
赛在该镇佰衣童制衣有限公司举
行。 来自该镇三家服装行业企业
的45名一线职工参与此次比拼。

据了解， 此次缝纫比赛共分
开兜、 做领子两个项目， 比赛制
定了严格的工艺要求， 并邀请了
三位服装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担
任评委， 严格按照评审标准进行
打分。 比赛过程中， 参赛职工们
全神贯注， 穿针走线， 现场氛围
热烈， 比赛有条不紊地进行。 最
终， 经过激烈地角逐， 共评出一

等奖四名， 二等奖四名， 三等奖
六名。

“这次比赛为进一步深化我
镇服装企业职工创先争优活动，
激发企业职工岗位创新精神、提
高企业职工技能水平起到促进作
用。掀起了学技术、练技能、比技
能的热潮。”镇总工会副主席李京
梅表示， 该活动既为全镇服装行
业的职工搭建了一个比武论道、
交流切磋的平台， 也为职工朋友
们提供了一个展现个人风采的舞
台，同时，推动高丽营镇服装行业
职工钻研技术、苦练技艺，充分调
动职工的活力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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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上为44支职工志愿服务队、165名职工志愿者代表颁发证书

80名“暖心伴考”职工志愿者交流取经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8月2
日，2019年“暖心伴考”志愿服务
活动总结会在北京市职工服务中
心召开，来自本年度44个“暖心伴
考” 志愿服务站点的近80名职工
志愿者代表齐聚一堂，交流心得、
总结经验， 为今后更好地开展各
类职工志愿服务活动提供了有益
支持。

今年的“暖心伴考”活动虽已
结束， 但各参与方对活动的总结

分享仍在持续。 会上， 来自西城
区、 大兴区、 怀柔区志愿服务总
队，朝阳区和平街街道、丰台区方
庄地区志愿服务大队和首钢矿业
服务队的六名职工志愿者代表分
享了他们的伴考故事， 为日后各
级工会组织和职工志愿服务队伍
更好地开展各类职工志愿服务活
动提供了新思路，推广了好做法。

同时， 会上还对在伴考活动
中给予鼎力支持的基层工会组织

和无私奉献的职工志愿者们表示
感谢， 并为参与活动的44支职工
志愿服务队伍和表现突出的165
名职工志愿者代表颁发了证书。

经过五年的发展， 如今，“暖
心伴考” 职工志愿项目已经成为
市总工会参与推进全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
举措， 也成为了广大职工参与志
愿服务的纽带和共享工会服务的
载体。2019年， 在基层工会组织、

职工志愿服务队伍、 职工志愿者
和社会爱心企业的共同努力下，
“暖心伴考”志愿服务呈现了“伴
考服务的组织运行建设进一步规
范”“伴考志愿服务站点广覆盖”
“伴考志愿服务队伍参与多元化”
“伴考服务内容精、细、新、实”和
“伴考社会效益突显” 的活动成
果， 彰显了职工志愿者在工会改
革、城市建设、社会发展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

市职工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暖心伴考”活动的成
功举办，是各级工会组织、职工志
愿服务队伍和职工志愿者共同努
力的结果，是为职工办实事，为工
会聚人心的新方式。 工会要立足
新时代、展现新作为，积极引领职
工践行志愿精神， 搭建职工志愿
工作平台， 努力为职工志愿服务
活动创造条件， 继续以实际行动
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高丽营45名一线职工比拼缝纫技能

深入一线送清凉 工会关爱暖人心

清清凉凉送送一一线线
不不忘忘说说安安全全

公交职工创新工作室探索共建模式

本 报 讯 （ 记 者 闫 长 禄 ）
“这次讲座对我们很实用啊， 让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能够时
刻牢记相关法律法规， 同时也会
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近日， 门头沟区总工会
组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进入区液
压支架厂棚改安置房项目的施工
工地， 为在此工作的农民工举办
了一场物权法及相邻法的法律讲
座， 现场共有70余名农民工参加
了活动。

活动中， 志愿者为农民工发

放了毛巾、香皂、笔记本、笔、法律
书籍等宣传品， 律师现场为农民
工详细讲解了物权法与相邻法的
内容、如何应对邻里间的纠纷、如
何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等。

据了解， 下一步， 门头沟区
总工会将紧紧围绕区委和市总工
会工作重点， 结合本地区实际，
持续开展 “尊法守法 ， 助力创
城” 普法服务农民工活动， 更大
限度地服务区域农民工， 以饱满
的工作状态助力全区 “六城联
创” 等重点工作。

门头沟区总工会普法服务送进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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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上接第1版）
针对301医院、西苑医院停车

资源使用不均衡问题， 在周边道
路加装了停车诱导显示屏。 优化
协和医院地下停车场及出入口流
线，调整公交车站位置，实现车辆
提前入地、规范行人轨迹。推动友
谊医院与周边写字楼错时停车，
租用周边路外停车场解决医院内
部人员停车需求，将医院内400余
停车位全部对患者开放。

“电子警察”监督医院门
前乱停行为

在宣武医院、 北医三院等医
院周边的重点路段， 警方增设了
新型“电子警察”，在儿童医院等
医院附近道路安装配备有LED显

示屏的违法停车自动抓拍设备，
利用视频资源，融合视频技术，实
现高清、全方位区域扫描，自动追
踪、自动研判、自动抓拍、智能锁
定，24小时值守巡视。

天坛医院周边道路6处点位，
还实施了疏堵改造， 并新增设置
55处非现场执法设备， 创建了全
市第一家周边无路侧停车位的大
型综合医院。

高峰时段与严重拥堵时
动态出警

结合各医院就诊高峰时段特
点，交管部门动态部署警力，重点
就高峰时段、 严重拥堵点位增派
执法力量， 加大对医院就诊车辆
通行的秩序维护和引导， 警力跟

着拥堵警情走、跟着乱点堵点走，
发挥有限警力最优效能。

同时，深入街道社区、医院内
部座谈， 积极协调区卫健委等部
门， 详细掌握相关医院交通规律
特点、内部停车设施等基础信息；
与城管委联合委托聘用专业设计
公司制定专业技术方案， 逐点位
论证实施，确保科学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