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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 我们送上祝福

在每年的年初， 为了进一步增强会员
们的凝聚力， 区司法局工会都会组织全体
工会会员参加局春节联欢会。 各工会小组
精心准备、 认真排练， 以饱满的热情、 优
美的歌声、 动人的舞姿和精彩的表演给全
体职工送上新年的祝福 。 联欢会内容丰
富， 形式多样， 它不仅是区司法局工会每
年靓丽的第一道风景， 也缓缓打开了新的
一年工会活动的帷幕。 联欢会展示了会员
们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积极进取的良好
形象， 也唱响了和谐、 奋进的主旋律， 为
一年的工作开了一个 “满堂彩”。 全员参
与的包饺子环节将联欢会气氛推向了高
潮， 大家勤动手、 讲配合， 共同完成了一
顿丰盛的家宴。 局工会邀请了离退休老干
部 ， 司法行政 “老中青 ” 三代一起包饺
子、 煮饺子、 吃饺子， 一起交流体会过去
一年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畅谈生活中的美
好时刻 ， 享受组织的温暖 ， 体会家的温
馨， 将节日的喜悦推向高潮。 每个美味的
饺子里包裹的不仅是浓浓的年味， 更是全
局上下和谐一致的精气神儿。

结束了冬日的寒风凛冽， 区司法局工
会为推动全体工会会员养成绿色健康的生

活方式， 为全体工会会员办理了2019年北
京市公园年票。 在春暖花开时， 工会会员
们徜徉在北京春季的花海中， 感受到春回
大地的一股股温暖。

夏季 我们送上清凉

在天气渐转炎热的五月， 区司法局工
会开展了 “同心、 同德、 同行” 的主题活
动， 组织全体会员参观延庆区世园会， 在
绿意盎然的世园会， 避开北京夏季即将到
来的一阵阵热浪。 世园会是一场国际级别
的园艺博览会，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会
员们首先集中参观了以 “生生不息， 锦绣
中华” 为展陈理念的中国馆， 中国31个省
区市园艺产业、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以及科
研院校探索的前沿成果得到生动地展示。
各馆区通过科技与艺术相融合的手段， 展
示了中国 “绿色发展 、 生态保护 ” 的成
果， 传达了 “海纳百川、 合作共赢、 传承
创新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的发展思
想， 在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了集体荣誉感和
团队凝聚力， 描绘了 “同心同德， 共创佳
绩” 的美好绘卷， 营造了积极向上、 团结
有爱的良好氛围。

北京的夏季， 以高温酷暑著称。 烈日
炎炎， 为进一步关心会员们的身心健康，

传递区司法局工会对会员们的关爱， 营造
良好的工作氛围， 切实维护广大会员们的
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 区司法局工会精心
制定了夏季的工会活动， 在组织会员们学
习的同时， 对照今年全国总工会与区总工
会的相关文件， 为全体会员们送上了防暑
降温品， 让全体会员们在炎热的夏季， 感
受到了丝丝凉风。

区司法局工会考虑到工会会员多为在
一线工作的司法行政干警， 为全体会员配
发了矿泉水、 饮料等防暑降温品， 充分发
挥工会“娘家人”的作用，心系战高温、斗酷
暑，奋战在一线的全局工会会员，持续开展
“夏送清凉”活动，以实际行动来关心全体
工会会员， 切实为大家办好事、 办实事。

秋季 我们送上健康

“加油、 加油······” 随着赛场上不
断传来的呐喊声， 区司法局工会一年一度
的趣味运动会也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拉开了
序幕。 作为干部职工最受欢迎的活动项目
之一， 区司法局工会精心设计的趣味运动
会集娱乐性、 趣味性、 协作性与竞争性于
一体， 工会新添置了 “众星捧月”、 “高
山流水” 等多个新设备， 让每一个活动项
目充满了新鲜感， 让每一位职工能够积极

主动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趣味运动会
设有沙包掷准、 飞镖掷准、 定点投篮、 定
点射门、 跳绳、 踢毽等多项对个人体育竞
技水平的展示的单人比赛项目， 又有对团
队协作能力检验的快速运送、 集体跳绳等
集体比赛项目， 为所有参赛队员提供了展
示自身才能的机会， 做到人人有活动， 队
队能参与， 比赛现场笑声、 掌声、 喝彩声
此起彼伏 ， 大家拼体力 、 拼智力 、 挥汗
水， 享受着努力、 协作带来的快乐， 展现
了工会会员们勇于拼搏的良好风貌。

冬季 我们送上温暖

北京的冬季， 干燥寒冷。 对于活跃在
司法行政事业第一线的工会会员们来说，
在北风凛冽的冬季， 防寒保暖尤为重要。
司法局工会精心准备了冬季防寒保暖品，
经过司法局党组的讨论决定， 为全体会员
配发了“恒源祥”牌的羊毛围巾，用一条条
色彩斑斓、质量优良的毛巾，为工会会员抵
御了北风的侵袭。 暖的不仅是会员们的身
体， 更是将关切送到了他们的心窝。

为使全体干部职工能够真正感觉到家
的温暖， 区司法局工会始终坚持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 倾听呼声， 掌握情况， 做到同
干部职工心贴心， 最大限度地为干部职工
排忧解难， 真正做到 “贴心实践、 真情服
务、 扎实有效、 不留空白点”。 区司法局
工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将遇到困难的
职工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下， 每当干部职工
家里有事、 有困难， 工会干部能够第一时
间到场， 并积极帮助他们协调处理相关事
宜， 同时把工会的温暖送到干警的心头，
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和呵护， 增强战
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在过去的一年中，
工会累计走访生病住院干部职工近10名，
将组织的关心与祝福及时送到， 真真正正
地温暖与关怀了每一个遇到困难的职工。

从丰富全体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出
发， 区司法局工会积极推进工会工作的改
革 ， 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政治性 、 先进
性、 群众性， 更加直接地联系职工、 更加
直接地服务职工、 更加直接地维护职工的
合法权益， 为职工办实事、 办好事。 局工
会结合每年不同的实际情况， 积极组织开
展并参加丰富多彩的工会活动， 让干部职
工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家的温馨， 在欢声笑
语中大家凝心聚力， 携手共建温馨和谐的
司法大家庭。

一年四季
用爱凝聚每一位工会会员
———丰台区司法局工会工作纪实

丰台区司法局工会在局党组的领导下一直发挥
着联系服务全体会员的职责。 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
时， 局工会更加突出了 “暖心、 贴心、 细心” 的服务理
念， 在举办好广大干部职工喜闻乐见又满足司法局自身
需要的活动的同时， 更是加深了对于 “服务会员” 理念
的践行。 局工会在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的每一天
里， 传递着对于司法大家庭里会员们的温情与团结。

组织职工参与第七届全民运动会

春季 我们送上祝福

在每年的年初， 为了进一步增强会员
们的凝聚力， 区司法局工会都会组织全体
工会会员参加局春节联欢会。 各工会小组
精心准备、 认真排练， 以饱满的热情、 优
美的歌声、 动人的舞姿和精彩的表演给全
体职工送上新年的祝福 。 联欢会内容丰
富， 形式多样， 它不仅是区司法局工会每
年靓丽的第一道风景， 也缓缓打开了新的
一年工会活动的帷幕。 联欢会展示了会员
们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积极进取的良好
形象， 也唱响了和谐、 奋进的主旋律， 为
一年的工作开了一个 “满堂彩”。 全员参
与的包饺子环节将联欢会气氛推向了高
潮， 大家勤动手、 讲配合， 共同完成了一
顿丰盛的家宴。 局工会邀请了离退休老干
部 ， 司法行政 “老中青 ” 三代一起包饺
子、 煮饺子、 吃饺子， 一起交流体会过去
一年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畅谈生活中的美
好时刻 ， 享受组织的温暖 ， 体会家的温
馨， 将节日的喜悦推向高潮。 每个美味的
饺子里包裹的不仅是浓浓的年味， 更是全
局上下和谐一致的精气神儿。

结束了冬日的寒风凛冽， 区司法局工
会为推动全体工会会员养成绿色健康的生

活方式， 为全体工会会员办理了2019年北
京市公园年票。 在春暖花开时， 工会会员
们徜徉在北京春季的花海中， 感受到春回
大地的一股股温暖。

夏季 我们送上清凉

在天气渐转炎热的五月， 区司法局工
会开展了 “同心、 同德、 同行” 的主题活
动， 组织全体会员参观延庆区世园会， 在
绿意盎然的世园会， 避开北京夏季即将到
来的一阵阵热浪。 世园会是一场国际级别
的园艺博览会，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会
员们首先集中参观了以 “生生不息， 锦绣
中华” 为展陈理念的中国馆， 中国31个省
区市园艺产业、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以及科
研院校探索的前沿成果得到生动地展示。
各馆区通过科技与艺术相融合的手段， 展
示了中国 “绿色发展 、 生态保护 ” 的成
果， 传达了 “海纳百川、 合作共赢、 传承
创新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的发展思
想， 在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了集体荣誉感和
团队凝聚力， 描绘了 “同心同德， 共创佳
绩” 的美好绘卷， 营造了积极向上、 团结
有爱的良好氛围。

北京的夏季， 以高温酷暑著称。 烈日
炎炎， 为进一步关心会员们的身心健康，

传递区司法局工会对会员们的关爱， 营造
良好的工作氛围， 切实维护广大会员们的
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 区司法局工会精心
制定了夏季的工会活动， 在组织会员们学
习的同时， 对照今年全国总工会与区总工
会的相关文件， 为全体会员们送上了防暑
降温品， 让全体会员们在炎热的夏季， 感
受到了丝丝凉风。

区司法局工会考虑到工会会员多为在
一线工作的司法行政干警， 为全体会员配
发了矿泉水、 饮料等防暑降温品， 充分发
挥工会“娘家人”的作用，心系战高温、斗酷
暑，奋战在一线的全局工会会员，持续开展
“夏送清凉”活动，以实际行动来关心全体
工会会员， 切实为大家办好事、 办实事。

秋季 我们送上健康

“加油、 加油······” 随着赛场上不
断传来的呐喊声， 区司法局工会一年一度
的趣味运动会也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拉开了
序幕。 作为干部职工最受欢迎的活动项目
之一， 区司法局工会精心设计的趣味运动
会集娱乐性、 趣味性、 协作性与竞争性于
一体， 工会新添置了 “众星捧月”、 “高
山流水” 等多个新设备， 让每一个活动项
目充满了新鲜感， 让每一位职工能够积极

主动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趣味运动会
设有沙包掷准、 飞镖掷准、 定点投篮、 定
点射门、 跳绳、 踢毽等多项对个人体育竞
技水平的展示的单人比赛项目， 又有对团
队协作能力检验的快速运送、 集体跳绳等
集体比赛项目， 为所有参赛队员提供了展
示自身才能的机会， 做到人人有活动， 队
队能参与， 比赛现场笑声、 掌声、 喝彩声
此起彼伏 ， 大家拼体力 、 拼智力 、 挥汗
水， 享受着努力、 协作带来的快乐， 展现
了工会会员们勇于拼搏的良好风貌。

冬季 我们送上温暖

北京的冬季， 干燥寒冷。 对于活跃在
司法行政事业第一线的工会会员们来说，
在北风凛冽的冬季， 防寒保暖尤为重要。
司法局工会精心准备了冬季防寒保暖品，
经过司法局党组的讨论决定， 为全体会员
配发了“恒源祥”牌的羊毛围巾，用一条条
色彩斑斓、质量优良的毛巾，为工会会员抵
御了北风的侵袭。 暖的不仅是会员们的身
体， 更是将关切送到了他们的心窝。

为使全体干部职工能够真正感觉到家
的温暖， 区司法局工会始终坚持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 倾听呼声， 掌握情况， 做到同
干部职工心贴心， 最大限度地为干部职工
排忧解难， 真正做到 “贴心实践、 真情服
务、 扎实有效、 不留空白点”。 区司法局
工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将遇到困难的
职工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下， 每当干部职工
家里有事、 有困难， 工会干部能够第一时
间到场， 并积极帮助他们协调处理相关事
宜， 同时把工会的温暖送到干警的心头，
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和呵护， 增强战
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在过去的一年中，
工会累计走访生病住院干部职工近10名，
将组织的关心与祝福及时送到， 真真正正
地温暖与关怀了每一个遇到困难的职工。

从丰富全体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出
发， 区司法局工会积极推进工会工作的改
革 ， 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政治性 、 先进
性、 群众性， 更加直接地联系职工、 更加
直接地服务职工、 更加直接地维护职工的
合法权益， 为职工办实事、 办好事。 局工
会结合每年不同的实际情况， 积极组织开
展并参加丰富多彩的工会活动， 让干部职
工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家的温馨， 在欢声笑
语中大家凝心聚力， 携手共建温馨和谐的
司法大家庭。

春季 我们送上祝福

在每年的年初， 为了进一步增强会员
们的凝聚力， 区司法局工会都会组织全体
工会会员参加局春节联欢会。 各工会小组
精心准备、 认真排练， 以饱满的热情、 优
美的歌声、 动人的舞姿和精彩的表演给全
体职工送上新年的祝福 。 联欢会内容丰
富， 形式多样， 它不仅是区司法局工会每
年靓丽的第一道风景， 也缓缓打开了新的
一年工会活动的帷幕。 联欢会展示了会员
们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积极进取的良好
形象， 也唱响了和谐、 奋进的主旋律， 为
一年的工作开了一个 “满堂彩”。 全员参
与的包饺子环节将联欢会气氛推向了高
潮， 大家勤动手、 讲配合， 共同完成了一
顿丰盛的家宴。 局工会邀请了离退休老干
部 ， 司法行政 “老中青 ” 三代一起包饺
子、 煮饺子、 吃饺子， 一起交流体会过去
一年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畅谈生活中的美
好时刻 ， 享受组织的温暖 ， 体会家的温
馨， 将节日的喜悦推向高潮。 每个美味的
饺子里包裹的不仅是浓浓的年味， 更是全
局上下和谐一致的精气神儿。

结束了冬日的寒风凛冽， 区司法局工
会为推动全体工会会员养成绿色健康的生

活方式， 为全体工会会员办理了2019年北
京市公园年票。 在春暖花开时， 工会会员
们徜徉在北京春季的花海中， 感受到春回
大地的一股股温暖。

夏季 我们送上清凉

在天气渐转炎热的五月， 区司法局工
会开展了 “同心、 同德、 同行” 的主题活
动， 组织全体会员参观延庆区世园会， 在
绿意盎然的世园会， 避开北京夏季即将到
来的一阵阵热浪。 世园会是一场国际级别
的园艺博览会，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会
员们首先集中参观了以 “生生不息， 锦绣
中华” 为展陈理念的中国馆， 中国31个省
区市园艺产业、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以及科
研院校探索的前沿成果得到生动地展示。
各馆区通过科技与艺术相融合的手段， 展
示了中国 “绿色发展 、 生态保护 ” 的成
果， 传达了 “海纳百川、 合作共赢、 传承
创新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的发展思
想， 在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了集体荣誉感和
团队凝聚力， 描绘了 “同心同德， 共创佳
绩” 的美好绘卷， 营造了积极向上、 团结
有爱的良好氛围。

北京的夏季， 以高温酷暑著称。 烈日
炎炎， 为进一步关心会员们的身心健康，

传递区司法局工会对会员们的关爱， 营造
良好的工作氛围， 切实维护广大会员们的
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 区司法局工会精心
制定了夏季的工会活动， 在组织会员们学
习的同时， 对照今年全国总工会与区总工
会的相关文件， 为全体会员们送上了防暑
降温品， 让全体会员们在炎热的夏季， 感
受到了丝丝凉风。

区司法局工会考虑到工会会员多为在
一线工作的司法行政干警， 为全体会员配
发了矿泉水、 饮料等防暑降温品， 充分发
挥工会“娘家人”的作用，心系战高温、斗酷
暑，奋战在一线的全局工会会员，持续开展
“夏送清凉”活动，以实际行动来关心全体
工会会员， 切实为大家办好事、 办实事。

秋季 我们送上健康

“加油、 加油······” 随着赛场上不
断传来的呐喊声， 区司法局工会一年一度
的趣味运动会也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拉开了
序幕。 作为干部职工最受欢迎的活动项目
之一， 区司法局工会精心设计的趣味运动
会集娱乐性、 趣味性、 协作性与竞争性于
一体， 工会新添置了 “众星捧月”、 “高
山流水” 等多个新设备， 让每一个活动项
目充满了新鲜感， 让每一位职工能够积极

主动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趣味运动会
设有沙包掷准、 飞镖掷准、 定点投篮、 定
点射门、 跳绳、 踢毽等多项对个人体育竞
技水平的展示的单人比赛项目， 又有对团
队协作能力检验的快速运送、 集体跳绳等
集体比赛项目， 为所有参赛队员提供了展
示自身才能的机会， 做到人人有活动， 队
队能参与， 比赛现场笑声、 掌声、 喝彩声
此起彼伏 ， 大家拼体力 、 拼智力 、 挥汗
水， 享受着努力、 协作带来的快乐， 展现
了工会会员们勇于拼搏的良好风貌。

冬季 我们送上温暖

北京的冬季， 干燥寒冷。 对于活跃在
司法行政事业第一线的工会会员们来说，
在北风凛冽的冬季， 防寒保暖尤为重要。
司法局工会精心准备了冬季防寒保暖品，
经过司法局党组的讨论决定， 为全体会员
配发了“恒源祥”牌的羊毛围巾，用一条条
色彩斑斓、质量优良的毛巾，为工会会员抵
御了北风的侵袭。 暖的不仅是会员们的身
体， 更是将关切送到了他们的心窝。

为使全体干部职工能够真正感觉到家
的温暖， 区司法局工会始终坚持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 倾听呼声， 掌握情况， 做到同
干部职工心贴心， 最大限度地为干部职工
排忧解难， 真正做到 “贴心实践、 真情服
务、 扎实有效、 不留空白点”。 区司法局
工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将遇到困难的
职工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下， 每当干部职工
家里有事、 有困难， 工会干部能够第一时
间到场， 并积极帮助他们协调处理相关事
宜， 同时把工会的温暖送到干警的心头，
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和呵护， 增强战
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在过去的一年中，
工会累计走访生病住院干部职工近10名，
将组织的关心与祝福及时送到， 真真正正
地温暖与关怀了每一个遇到困难的职工。

从丰富全体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出
发， 区司法局工会积极推进工会工作的改
革 ， 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政治性 、 先进
性、 群众性， 更加直接地联系职工、 更加
直接地服务职工、 更加直接地维护职工的
合法权益， 为职工办实事、 办好事。 局工
会结合每年不同的实际情况， 积极组织开
展并参加丰富多彩的工会活动， 让干部职
工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家的温馨， 在欢声笑
语中大家凝心聚力， 携手共建温馨和谐的
司法大家庭。

春季 我们送上祝福

在每年的年初， 为了进一步增强会员
们的凝聚力， 区司法局工会都会组织全体
工会会员参加局春节联欢会。 各工会小组
精心准备、 认真排练， 以饱满的热情、 优
美的歌声、 动人的舞姿和精彩的表演给全
体职工送上新年的祝福 。 联欢会内容丰
富， 形式多样， 它不仅是区司法局工会每
年靓丽的第一道风景， 也缓缓打开了新的
一年工会活动的帷幕。 联欢会展示了会员
们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积极进取的良好
形象， 也唱响了和谐、 奋进的主旋律， 为
一年的工作开了一个 “满堂彩”。 全员参
与的包饺子环节将联欢会气氛推向了高
潮， 大家勤动手、 讲配合， 共同完成了一
顿丰盛的家宴。 局工会邀请了离退休老干
部 ， 司法行政 “老中青 ” 三代一起包饺
子、 煮饺子、 吃饺子， 一起交流体会过去
一年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畅谈生活中的美
好时刻 ， 享受组织的温暖 ， 体会家的温
馨， 将节日的喜悦推向高潮。 每个美味的
饺子里包裹的不仅是浓浓的年味， 更是全
局上下和谐一致的精气神儿。

结束了冬日的寒风凛冽， 区司法局工
会为推动全体工会会员养成绿色健康的生

活方式， 为全体工会会员办理了2019年北
京市公园年票。 在春暖花开时， 工会会员
们徜徉在北京春季的花海中， 感受到春回
大地的一股股温暖。

夏季 我们送上清凉

在天气渐转炎热的五月， 区司法局工
会开展了 “同心、 同德、 同行” 的主题活
动， 组织全体会员参观延庆区世园会， 在
绿意盎然的世园会， 避开北京夏季即将到
来的一阵阵热浪。 世园会是一场国际级别
的园艺博览会，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会
员们首先集中参观了以 “生生不息， 锦绣
中华” 为展陈理念的中国馆， 中国31个省
区市园艺产业、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以及科
研院校探索的前沿成果得到生动地展示。
各馆区通过科技与艺术相融合的手段， 展
示了中国 “绿色发展 、 生态保护 ” 的成
果， 传达了 “海纳百川、 合作共赢、 传承
创新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的发展思
想， 在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了集体荣誉感和
团队凝聚力， 描绘了 “同心同德， 共创佳
绩” 的美好绘卷， 营造了积极向上、 团结
有爱的良好氛围。

北京的夏季， 以高温酷暑著称。 烈日
炎炎， 为进一步关心会员们的身心健康，

传递区司法局工会对会员们的关爱， 营造
良好的工作氛围， 切实维护广大会员们的
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 区司法局工会精心
制定了夏季的工会活动， 在组织会员们学
习的同时， 对照今年全国总工会与区总工
会的相关文件， 为全体会员们送上了防暑
降温品， 让全体会员们在炎热的夏季， 感
受到了丝丝凉风。

区司法局工会考虑到工会会员多为在
一线工作的司法行政干警， 为全体会员配
发了矿泉水、 饮料等防暑降温品， 充分发
挥工会“娘家人”的作用，心系战高温、斗酷
暑，奋战在一线的全局工会会员，持续开展
“夏送清凉”活动，以实际行动来关心全体
工会会员， 切实为大家办好事、 办实事。

秋季 我们送上健康

“加油、 加油······” 随着赛场上不
断传来的呐喊声， 区司法局工会一年一度
的趣味运动会也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拉开了
序幕。 作为干部职工最受欢迎的活动项目
之一， 区司法局工会精心设计的趣味运动
会集娱乐性、 趣味性、 协作性与竞争性于
一体， 工会新添置了 “众星捧月”、 “高
山流水” 等多个新设备， 让每一个活动项
目充满了新鲜感， 让每一位职工能够积极

主动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趣味运动会
设有沙包掷准、 飞镖掷准、 定点投篮、 定
点射门、 跳绳、 踢毽等多项对个人体育竞
技水平的展示的单人比赛项目， 又有对团
队协作能力检验的快速运送、 集体跳绳等
集体比赛项目， 为所有参赛队员提供了展
示自身才能的机会， 做到人人有活动， 队
队能参与， 比赛现场笑声、 掌声、 喝彩声
此起彼伏 ， 大家拼体力 、 拼智力 、 挥汗
水， 享受着努力、 协作带来的快乐， 展现
了工会会员们勇于拼搏的良好风貌。

冬季 我们送上温暖

北京的冬季， 干燥寒冷。 对于活跃在
司法行政事业第一线的工会会员们来说，
在北风凛冽的冬季， 防寒保暖尤为重要。
司法局工会精心准备了冬季防寒保暖品，
经过司法局党组的讨论决定， 为全体会员
配发了“恒源祥”牌的羊毛围巾，用一条条
色彩斑斓、质量优良的毛巾，为工会会员抵
御了北风的侵袭。 暖的不仅是会员们的身
体， 更是将关切送到了他们的心窝。

为使全体干部职工能够真正感觉到家
的温暖， 区司法局工会始终坚持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 倾听呼声， 掌握情况， 做到同
干部职工心贴心， 最大限度地为干部职工
排忧解难， 真正做到 “贴心实践、 真情服
务、 扎实有效、 不留空白点”。 区司法局
工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将遇到困难的
职工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下， 每当干部职工
家里有事、 有困难， 工会干部能够第一时
间到场， 并积极帮助他们协调处理相关事
宜， 同时把工会的温暖送到干警的心头，
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和呵护， 增强战
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在过去的一年中，
工会累计走访生病住院干部职工近10名，
将组织的关心与祝福及时送到， 真真正正
地温暖与关怀了每一个遇到困难的职工。

从丰富全体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出
发， 区司法局工会积极推进工会工作的改
革 ， 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政治性 、 先进
性、 群众性， 更加直接地联系职工、 更加
直接地服务职工、 更加直接地维护职工的
合法权益， 为职工办实事、 办好事。 局工
会结合每年不同的实际情况， 积极组织开
展并参加丰富多彩的工会活动， 让干部职
工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家的温馨， 在欢声笑
语中大家凝心聚力， 携手共建温馨和谐的
司法大家庭。

春季 我们送上祝福

在每年的年初， 为了进一步增强会员
们的凝聚力， 区司法局工会都会组织全体
工会会员参加局春节联欢会。 各工会小组
精心准备、 认真排练， 以饱满的热情、 优
美的歌声、 动人的舞姿和精彩的表演给全
体职工送上新年的祝福 。 联欢会内容丰
富， 形式多样， 它不仅是区司法局工会每
年靓丽的第一道风景， 也缓缓打开了新的
一年工会活动的帷幕。 联欢会展示了会员
们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积极进取的良好
形象， 也唱响了和谐、 奋进的主旋律， 为
一年的工作开了一个 “满堂彩”。 全员参
与的包饺子环节将联欢会气氛推向了高
潮， 大家勤动手、 讲配合， 共同完成了一
顿丰盛的家宴。 局工会邀请了离退休老干
部 ， 司法行政 “老中青 ” 三代一起包饺
子、 煮饺子、 吃饺子， 一起交流体会过去
一年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畅谈生活中的美
好时刻 ， 享受组织的温暖 ， 体会家的温
馨， 将节日的喜悦推向高潮。 每个美味的
饺子里包裹的不仅是浓浓的年味， 更是全
局上下和谐一致的精气神儿。

结束了冬日的寒风凛冽， 区司法局工
会为推动全体工会会员养成绿色健康的生

活方式， 为全体工会会员办理了2019年北
京市公园年票。 在春暖花开时， 工会会员
们徜徉在北京春季的花海中， 感受到春回
大地的一股股温暖。

夏季 我们送上清凉

在天气渐转炎热的五月， 区司法局工
会开展了 “同心、 同德、 同行” 的主题活
动， 组织全体会员参观延庆区世园会， 在
绿意盎然的世园会， 避开北京夏季即将到
来的一阵阵热浪。 世园会是一场国际级别
的园艺博览会，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会
员们首先集中参观了以 “生生不息， 锦绣
中华” 为展陈理念的中国馆， 中国31个省
区市园艺产业、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以及科
研院校探索的前沿成果得到生动地展示。
各馆区通过科技与艺术相融合的手段， 展
示了中国 “绿色发展 、 生态保护 ” 的成
果， 传达了 “海纳百川、 合作共赢、 传承
创新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的发展思
想， 在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了集体荣誉感和
团队凝聚力， 描绘了 “同心同德， 共创佳
绩” 的美好绘卷， 营造了积极向上、 团结
有爱的良好氛围。

北京的夏季， 以高温酷暑著称。 烈日
炎炎， 为进一步关心会员们的身心健康，

传递区司法局工会对会员们的关爱， 营造
良好的工作氛围， 切实维护广大会员们的
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 区司法局工会精心
制定了夏季的工会活动， 在组织会员们学
习的同时， 对照今年全国总工会与区总工
会的相关文件， 为全体会员们送上了防暑
降温品， 让全体会员们在炎热的夏季， 感
受到了丝丝凉风。

区司法局工会考虑到工会会员多为在
一线工作的司法行政干警， 为全体会员配
发了矿泉水、 饮料等防暑降温品， 充分发
挥工会“娘家人”的作用，心系战高温、斗酷
暑，奋战在一线的全局工会会员，持续开展
“夏送清凉”活动，以实际行动来关心全体
工会会员， 切实为大家办好事、 办实事。

秋季 我们送上健康

“加油、 加油······” 随着赛场上不
断传来的呐喊声， 区司法局工会一年一度
的趣味运动会也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拉开了
序幕。 作为干部职工最受欢迎的活动项目
之一， 区司法局工会精心设计的趣味运动
会集娱乐性、 趣味性、 协作性与竞争性于
一体， 工会新添置了 “众星捧月”、 “高
山流水” 等多个新设备， 让每一个活动项
目充满了新鲜感， 让每一位职工能够积极

主动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趣味运动会
设有沙包掷准、 飞镖掷准、 定点投篮、 定
点射门、 跳绳、 踢毽等多项对个人体育竞
技水平的展示的单人比赛项目， 又有对团
队协作能力检验的快速运送、 集体跳绳等
集体比赛项目， 为所有参赛队员提供了展
示自身才能的机会， 做到人人有活动， 队
队能参与， 比赛现场笑声、 掌声、 喝彩声
此起彼伏 ， 大家拼体力 、 拼智力 、 挥汗
水， 享受着努力、 协作带来的快乐， 展现
了工会会员们勇于拼搏的良好风貌。

冬季 我们送上温暖

北京的冬季， 干燥寒冷。 对于活跃在
司法行政事业第一线的工会会员们来说，
在北风凛冽的冬季， 防寒保暖尤为重要。
司法局工会精心准备了冬季防寒保暖品，
经过司法局党组的讨论决定， 为全体会员
配发了“恒源祥”牌的羊毛围巾，用一条条
色彩斑斓、质量优良的毛巾，为工会会员抵
御了北风的侵袭。 暖的不仅是会员们的身
体， 更是将关切送到了他们的心窝。

为使全体干部职工能够真正感觉到家
的温暖， 区司法局工会始终坚持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 倾听呼声， 掌握情况， 做到同
干部职工心贴心， 最大限度地为干部职工
排忧解难， 真正做到 “贴心实践、 真情服
务、 扎实有效、 不留空白点”。 区司法局
工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将遇到困难的
职工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下， 每当干部职工
家里有事、 有困难， 工会干部能够第一时
间到场， 并积极帮助他们协调处理相关事
宜， 同时把工会的温暖送到干警的心头，
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和呵护， 增强战
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在过去的一年中，
工会累计走访生病住院干部职工近10名，
将组织的关心与祝福及时送到， 真真正正
地温暖与关怀了每一个遇到困难的职工。

从丰富全体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出
发， 区司法局工会积极推进工会工作的改
革 ， 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政治性 、 先进
性、 群众性， 更加直接地联系职工、 更加
直接地服务职工、 更加直接地维护职工的
合法权益， 为职工办实事、 办好事。 局工
会结合每年不同的实际情况， 积极组织开
展并参加丰富多彩的工会活动， 让干部职
工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家的温馨， 在欢声笑
语中大家凝心聚力， 携手共建温馨和谐的
司法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