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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刘映萩） 记者6日了解到，北京环
卫集团组建了一支由党的十九大
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 全国五一巾帼标
兵等12名先进典型人物组成的宣
讲团， 在集团所属18家京内企业
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巡回宣讲活动， 听众覆盖
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一
线职工等千余人。

据了解，“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宣讲团7月29日在通
州京环公司拉开了巡回宣讲的序
幕。宣讲员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生
动感人的故事， 为副中心环卫工
人描绘了一幅幅京环人攻坚克
难、奋勇拼搏的美好画卷。

巡回宣讲活动共有来自京内

外分公司或子公司12位宣讲员走
上舞台。 宣讲团成员既包括全国
劳模孙志宝、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蔡凤辉、 党的十九大代表
李国栋等先进楷模， 也包括北京
机扫公司温莹莹、 京环科技公司
陈浩、环丰公司陈欢、通州京环公
司吴迪、新疆分公司郭松莹、安徽
分公司王懿等优秀年轻京环人。

通州京环公司生活垃圾填埋
场党员肖宝旭说 ：“通过宣讲活
动，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踏踏实
实、勤勤恳恳、开拓创新地努力工
作， 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
平凡的成绩。”

环卫劳模走进18家企业宣讲感人故事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7日 ，
由北京市政路桥集团主办、 其下
属单位北京恒兴物业管理集团承
办的 “缘定七夕 情系市政路桥”
青年联谊活动举行。 100余名优
秀单身青年才俊齐聚一堂。

联谊活动通过 “心有灵犀一
点通 ” “爱的乐章 ” “爱的拼
图” 三个经典游戏互动， 让大家
在团结协作中迅速缩短彼此间的

距离， 在环环相扣的游戏中不断
增进了解 ， 增强信任 。 一时之
间， 活动现场气氛也愈发活跃，
台下不少单身男女嘉宾主动至休
闲区互相攀谈起来。 最终， 6对
青年牵手成功。

据悉， 市政路桥集团及其下
属单位恒兴集团将继续推进青年
联谊工作， 将其作为年度品牌活
动，持续服务单身青年。 于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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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近
日， 朝阳区机场街道总工会启
动“清凉夏日，工会相伴” 为主
题的夏季送清凉活动， 为广大
一线职工送去清凉用品。

今年机场街道总工会的
“送清凉”活动，采取线下集中
派送 ，线上通过 “互联网+”相
结合的方式展开。其中，线下集
中派送是指由机场街道总工会
为高温、高空、露天施工、拆违、
环境整治等一线作业的户外工
作者， 以及道路洒水、 绿化养

护、物业保洁、市政维修等五支
保障队伍， 派送矿泉水和绿茶
饮料共计800箱，对他们为机场
地区建设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
敬意和感谢。与此同时，线上的
活动是面向全体会员， 会员可
以通过12351三级服务体系平
台在线预订， 随后现场通过刷
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或使用
12351手机APP扫描二维码两
种方式领取清凉包。

此外， 机场街道总工会还
结合送清凉活动， 工会工作者

现场解答用人单位和职工提出
的问题， 让更多的社会单位和
职工了解工会、 建立和加入工
会组织。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前
不久， 顺义区牛栏山镇总工会举
办了职工叉车技能竞赛， 来自镇
域内多家企业的30余名职工选手
参加比赛。

据了解， 此次竞赛形式为现
场实操考试， 绕障碍项目分两组
进行， 以叉车司机日常操作规范
为基础， 主要考核选手对叉车转
弯、 角度等技能的把握程度， 以
选手完成障碍绕行所用时长的长
短情况为标准进行评判。 现场气

氛热烈， 经过三位裁判员的层层
把关 ， 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名 ，
二等奖3名， 三等奖5名。

牛栏山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通过竞赛， 不仅让广大职
工得到了一次 “岗位大练兵、 大
比武” 的机会， 更展示了全镇职
工 “勤学苦练、 爱岗敬业” 的良
好品德， 对进一步营造全镇崇尚
工匠精神 ， 尊重劳动 、 尊重人
才、 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起到了
积极地推动作用。

牛栏山镇30余名职工比赛叉车技能

今年将通过班组规范化建设持续开展“定向培训”“订单培训”

首农食品精准化培训首期瞄准“安全”主题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记者近

日获悉， 首农食品集团今年将开
展班组规范化建设， 集团工会将
通过精准化培训， 提高职工班组
的团队意识， 提升广大职工的技
术技能水平。其中，首期培训瞄准
了“安全”主题。

记者了解到，此次“班组长安
全知识培训”，重点围绕食品行业
的立业之本———“食品安全 ”“生
产安全”，特别邀请了集团食品安
全办公室以及集团安全保卫部相

关负责人进行授课。 为了让更多
职工参与， 培训采用了视频授课
的形式， 吸引了集团下属各单位
一线的班组长 、 重点岗位职工
1100余人参加。

培训中，“食品安全” 板块围
绕广大职工较为关注的国内外食
品安全事件回顾、 我国食品安全
形势和问题、 常见食品安全热点
问题解答、 如何选购安全食品及
转基因食品介绍五个方面进行了
深入浅出的生动讲解 。“生产安

全” 板块则围绕目前安全生产的
严峻形势及总体要求，从“班组长
角色认知、 班组长安全生产职责
和班组日常安全管理进行了详细
讲解， 号召动员广大班组长要根
据集团“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
项工作部署，以班组为单位，重点
围绕危险化学品、涉爆粉尘、交通
安全、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
老旧建筑消防用电6类高风险场
所、部位，组织动员广大职工通过
查身边隐患、 安全隐患随手拍等

群众性隐患排查和合理化建议活
动，全面排查消除各类隐患，努力
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

培训得到了参训人员的一致
认可， 大家表示此次培训高效及
时， 丰富实用， 让班组长及广大
职工拓宽了视野， 增长了知识，
拧紧了安全生产 、 食品安全的
“总阀门”。

首农食品集团工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 此次培训是积极落实集
团党委重要指示， 广泛开展职工

技能提升培训工作， 促进职工成
长成才的首次尝试。 集团工会将
通过班组规范化建设提升工程，
通过 “以需定培” 的工作思路，
持续开展 “定向培训” “订单培
训”， 实现精准培训， 充分利用
“职工大讲堂”、 继续教育等多种
教育培训模式， 激发广大职工的
学习热情， 着力提升广大职工的
技术技能水平， 努力建设一支知
识型、 技能型、 创新型产业工人
队伍。

深入一线送清凉 工会关爱暖人心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近日，北京恒锋市政工会
开展送安全、送法律、送清凉
“三送”活动，公司集中采购了
驱蚊液、藿香正气胶囊、风油
精等防暑降温物品及时发放
给每一位一线职工，并为职工
提供矿泉水、绿茶、菊花等降
温饮品，叮嘱大家夏季高温作
业时，注意防暑降温。此外，还
在施工现场发放安全生产宣
传手册。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尤盛楠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闫 长 禄 ）
为做好一线职工的防暑降温工
作， 确保职工平安度夏， 房山
区总工会持续在全区开展为一
线职工 “送清凉、 送安全、 送
健康” 活动。

据了解， 房山区总工会准

备了近1500份清凉包， 先后慰
问了600名园林绿化局一线户
外人员、 700名水务局一线户
外人员和100名房山区公安分
局派出所工作人员。 向奋战在
一线的职工送去了党和政府的
关怀和支持， 也送去了工会的

服务和温暖， 激发了一线职工
的工作热情和干劲。

在慰问的同时， 区总工会
还开展了高温期间劳动保护监
督检查工作， 并开展防暑降温
知识普及教育和夏送清凉活动
专题宣传。

机场街道工会线上线下派出清凉包

房山区总1500份清凉包送户外职工

拱拱辰辰街街道道工工会会
走走访访一一线线消消防防员员

近日，房山区拱辰街道总
工会工作人员到房山消防支
队进行夏季送清凉走访慰问
活动， 向守护一方的消防队
员送上祝福。 活动中，40余名
消防队员还在老师的指导下
学习插花。双方均表示，在今
后的工作中， 将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 筹划开展各种扎实
有效的活动。

本报记者 闫长禄
通讯员 王玉 摄影报道

恒恒锋锋市市政政工工会会
三三送送活活动动暖暖人人心心

市政路桥百名青年联谊中觅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