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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综合
区、艺体区、绘画区三大区域，文
化、维权、健康、女工、技能五大功
能……8月6日， 东城区总工会在
非公企业北京商鲲教育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举办推进职工之家建设
工作现场会， 全区17个街道工会
干部参观这一市级示范职工之
家。 东城区总工会主席许汇为商
鲲职工之家揭牌， 并给予15万元
职工之家建设支持款。

与会人员参观了商鲲教育集

团职工之家“三区、五大功能”现
场，欣赏企业工会民乐队节目，品
赏茶艺，参观书画展，并就如何开
展职工之家建设、 更好的为职工
服务进行座谈交流。

许汇表示， 东城区职工之家
建设将紧紧依靠党委推进工会工
作， 定期向同级党委汇报工会工
作， 最大限度的争取党对工会工
作的支持；同时，加快职工之家建
设， 努力做到辖区企业职工之家
建设工作平衡发展。 万玉藻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近
日，顺义区天竺镇总工会开展“多
肉盆栽送清凉”活动，邀请辖区25
名职工参与多肉植物盆栽制作，
并将制作过程的愉悦心情及作品
带回到工作岗位上。

活动中， 老师详细讲解了多
肉植物的品种、生长特点、养护等
知识， 并依次介绍了桌面上的各
类多肉植物。 让职工对多肉种植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随后，大家根
据自己的需要， 选择不同品种的

多肉，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种植。
大家兴趣盎然，互相出主意，互相
帮忙，现场一片欢声笑语。短短一
个小时， 一棵棵小巧呆萌的多肉
经过大家的巧手妙思， 搭配组成
形态各异的多肉植物拼盘。

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使职工体验
了多肉种植的乐趣， 增长了多肉
栽培知识，同时也美化办公环境，
缓解了职工烦闷的情绪， 使职工
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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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镇总工会教辖区职工学种多肉

1000余名民警子女走进暑期托管班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5

日， 北京市公安局在北京警察
博物馆举办了2019年 “筑梦警
营·放飞理想”民警子女夏令营
（托管班） 启动仪式，50名民警
子女代表参加启动仪式。

记者了解到， 为解决首都
公安队伍双警家庭多， 民警暑
期无法看护子女的实际困难，
激励和保障民警全身心投入各
项安保工作，2015年以来，市公
安局已连续四年成功举办民警
子女夏令营（托管班）。

今年的夏令营活动， 分别
设有3-6岁和7-12岁两个年龄
段营区， 共有来自全局各单位
1000余名民警子女参加。同时，
进一步丰富活动内容和形式，
新增我为祖国献祝福舞台艺术
表演、天文观测、交通安全小课

堂等项目， 对往期开设的科技
制作、拓展游戏、警营开放日和
亲子活动等常规项目也进行了
调整和扩展。 夏令营将通过组
织民警子女走进警营， 近距离
感受警营生活， 使孩子们加深

对父母工作的理解， 进一步融
洽亲子关系； 通过丰富的文化
娱乐活动， 增强孩子们爱国主
义信念，开阔眼界、丰富知识、
锻炼意志，树立远大理想、早日
成长成才。 闫长禄 摄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8月5
月， 来自北汽股份、 福田、 新能
源、 鹏龙等北汽集团各外埠企业
的40名优秀职工子女齐聚北京，
当天， 集团2019年外埠职工子女
夏令营正式启动。 至此， 北汽集
团外埠职工子女夏令营已经走过
6载。

今年， 为了让外埠企业职工
子女在夏令营活动中更加深切的
感受首都文化、 了解北汽文化，
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其父母奋斗工
作的企业的归属感和成就感， 北
汽集团工会对本年度活动内容进

行了进化升级， 本期夏令营将更
加突出爱国主义教育、 传统文化
教育， 让各位小朋友在休闲娱乐
的夏令营活动中， 学有所成， 聚
力北汽， 幸福成长。

同时， 为了做好每一名北汽
娃人身安全保障工作， 除了正常
购买保险以外， 北汽集团工会还
为每期夏令营安排5名工作人员
和1名随队医务人员， 为孩子们
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针对北京
近期雨水较多的情况， 集团工会
还为每个孩子配备了专属雨具。

孩子们来自全国各地， 饮食

习惯有所不同， 在保证食品卫生
和就餐环境的情况下， 集团工会
为孩子们精心安排了京味美食。
同时考虑到有少数民族的孩子，
每餐单独设一桌回民餐， 保证每
个孩子每天都有可口的饭菜。

集团工会超前谋划， 对酒店
多方面调研考察， 最终确定夏令
营驻地并提前预留好房间。 由于
有部分营员提前一天到京， 集团
工会协调研发基地专家公寓安排
房间， 保障孩子们的住宿安全，
并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夜间查房、
检查电器使用、 空调温度等。

北汽集团外埠职工子女夏令营开营
40名优秀职工子女齐聚北京感受传统文化

职职工工摄摄影影志志愿愿者者
聚聚焦焦冬冬奥奥建建设设者者

近日， 海淀职工摄影志愿服
务总队的志愿者跟随市总工会首
都职工志愿服务“大篷车”开进延
庆区海坨山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建
设工地，为300余名冬奥场地建设
者免费拍摄证件照。 相关负责人
表示， 海淀职工摄影志愿服务总
队围绕冬奥建设工地职工实际需
求，开展特色志愿服务，进一步为
冬奥建设者做好服务助力， 彰显
职工志愿精神。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李欣 摄影报道

走进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

和平街今年首期职工子女托管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8

月5日，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总
工会2019年第一期暑期职工子
女托管班在辖区精诚文化学校
正式开班。

据了解， 和平街街道总工
会以朝阳区总工会2019年 “服
务年” 工作精神为指引， 立足
辖区， 面向职工， 开展形式多
样、 内容丰富的服务活动。 暑
期来临， 结合辖区职工需求，
为更好的解决暑期职工子女无
人看管的问题， 街道总工会开
办暑期职工子女托管班。 开班
之前， 街道总工会对本次托管

班的前期筹备到实际运作高度
重视。 结合辖区实际， 层层筛
选比较， 选择了具有专业教育
资质， 师资力量雄厚， 并能提
供餐食的教育机构承担本次托
管工作。

此外 ， 托管班坚持 “公
益、 自愿、 安全” 的原则， 前
期摸清职工需求， 广泛征求职
工意见， 为辖区职工子女提供
干净整洁的教育环境、 安全卫
生的餐食。 托管班设立数学、
英语、 围棋、 书法、 社会实践
等形式多样的课程， 满足1至6
年级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需求。

街道总工会主席薄述来表
示， 希望通过本次职工子女托
管班的举办， 能切实解决一线
职工的实际困难， 让职工能安
心投身工作， 以解决他们的后
顾之忧。

东城再添一市级示范职工之家

本报讯 （记者 曹海英） 如何
及时掌握基层职工的思想、 工作
动态？ 如何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
的工作热情， 了解职工的困难和
需求？近日，北京建工新材建邦公
司工会开展了以建邦公司的未来
发展规划与职工个人成长的关系
为主题的交心日活动。 新材公司
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常建欣与
20多名工会会员交流感情、 倾听
诉求、解答疑惑。

此次交心活动以拉家常的形
式和职工面对面交流，融激励性、
关怀性、反馈性为一体。职工们放
下思想顾虑， 敞开心扉、 畅所欲

言， 汇报了本职工作和遇到的困
难，表达了愿望诉求，并结合工作
中的切身体会， 提出对建邦公司
发展的好的意见和建议。 常建欣
为大家讲解了建邦公司的未来三
年发展规划及2019年重点工作，
并表示将针对大家提出的困难和
诉求，公司一一梳理，并根据实际
情况竭力解决。

常建欣表示，面对面的交流，
拆除了领导与职工之间的 “隔心
墙”，建立了彼此交流畅谈的 “连
心桥”，使职工们有话愿谈，有建
议敢提，有问题敢反馈，增强了职
工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工作热情。

建邦公司工会主席交心日解职工疑惑

(上接第1版)
未来， 市民只需要一个APP

就可以实现乘车和查询线路。即
将推出 “北京公交 ” 官方出行
APP，既可扫码乘坐地面公交，也
可乘坐地铁；还深度整合了路况
数据 ，社会车辆数据 、公交车道
数据等，融入“北京公交”APP中，
开发了全新的预报算法，能够提
供更为精准的站点信息及公交
到站预报。此外，“北京公交”APP
还将实现出行路线规划、站点查
询、公交预报、定制公交、旅游等
创新类服务业务，将覆盖老百姓
的各类公交出行场景 。“北京公
交”APP不仅提供公交线路之间
的换乘方案，还包括了地铁与公
交接驳换乘方案。

冷暖空调车年底实现
全覆盖

截至2019年6月底，北京公交
集团公共电汽车在册车数共计

24680辆。其中新能源车10189辆，
占比达41.3%，包括1442辆双源电
车、7284辆纯电公交、1458辆插电
增程公交车、5辆氢燃料车； 清洁
能源天然气车7725辆， 占31.3%；传
统能源柴油车6766辆， 占27.4%，
包括4096辆国4柴油车、862辆混
合动力车、701辆国5柴油车、1107
辆国6柴油车； 从车型结构看，北
京公交有单机车19858辆、双层车
1632辆、铰接车3190辆。

截至目前 ， 北京公交集团
24680辆在册车辆中，仅有1200辆
非空调车 ，主要为 2008年投入
在大客流线路上运营的通道车
型。随着车辆更新的持续推进，预
计到2019年底， 公交集团所有所
辖线路将实现冷暖空调全覆盖。

在智慧公交方面， 今年公交
在两广路已经安装了一批电子站
牌， 未来还将持续推广， 到2021
年， 四环以内主要路段都将安装
电子站牌。 （午 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