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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孙妍 ） 昨
天， 记者从北京市监狱局天河
监狱2019暑期托管班了解到 ，
今年暑期职工子女托管班共有
46名干警子女在这里度过暑假
生活。

据了解， 为了让孩子们在
暑期托管班度过一个有意义的
假期，解决干警们的后顾之忧，
北京市监狱局已经连续四年成
功举办干警子女托管班， 今年
特意为孩子们请来老师学习
“国学”， 老师们通过诵读、仪
式、 情景剧等轻松快乐的方式
将“国学”知识贯穿在托管班日
常教学中。此外，托管班还开设
了国画、书法等传统课程。

据介绍， 北京市监狱局累
计举办托管班41个 ，1367名民

警、职工子女参加。托管班有效
缓解了一线民警职工的后顾之
忧， 减轻了他们的生活工作压

力。今年暑期托管班共有424名
民警职工子女共同享受工会带
给他们的快乐暑假。 孙妍 摄

监狱局424名职工子女乐享“托管”生活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9日，“职

工安全健康保护行动———‘动漫
急救’进机关、进企业、进街道、进
社区、 进家庭” 活动在西城区启
动。据悉，作为试点，此次将有3万
名西城区职工免费获得 “动漫急
救”手机APP卡。他们将通过观看
动漫短片的形式，提升安全意识，
学习急救方法。据了解，此次活动
由西城区总工会、区应急管理局、
区卫生健康委和西城区红十字会
共同举办。 当日， 近百家区属机
关、企事业单位现场领取了“动漫
急救”手机APP卡。

“动漫急救”是本次活动承办
方北京九喜健康医学研究院研发

的手机软件， 软件中将我们工作
生活中常见的70种意外、 灾害预
防以及应对方式， 制作成职工喜
闻乐见的动漫短片。 职工可通过
手机下载 “动漫急救 ”APP，即可
随手、随身、随时学习，寓教于乐，
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们安全意识和
应急技能。学习后，职工还可以通
过软件自带的“答题考试”功能，
来一场急救知识的内部大“PK”。

西城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西城区正在部署安全发展示
范城区创建工作。通过这种“互联
网+”的方式，在提升职工劳动保
护意识、 减少企业安全生产事故
损失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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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记者昨天从门头沟区总工会获
悉， 门头沟区龙泉镇机关工会
在市总工会、 区总工会、 龙泉
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组
织开展2019年职工子女暑期托
管班， 帮助职工解决暑期孩子
无人看管的家庭实际困难。 扎
染、 书法、 乒乓球、 绘画、 街
舞……托管班设置了丰富的课
程， 30名职工子女在安全、 舒
适的环境下， 度过一个多彩的
暑期。

“我非常喜欢书法 ，一定跟
老师好好学习，回家告诉妈妈，
明年我还要来托管班。”在托管

班练习书法的小朋友开心地
说。记者了解到，龙泉镇机关工
会为每名学生购买意外伤害保
险， 对暑期班同学进行安全教
育宣导。 并保证每天三名老师
在场，做到安全第一。同时建立
微信群，搭建互动平台，及时与
家长沟通孩子的情况。“有专人
管，送到这里安心又省力，每天
回家孩子都说在这很开心，可
谓是寓教于乐。”家长李女士非
常满意。

“今年是龙泉镇举办暑期
托管班的第三个年头， 得到了
家长的信任，孩子的喜爱。感谢
市总工会相关部门给予门头沟

工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门头
沟区总工会副主席郭燕介绍，
托管班不仅建立了 《暑期托管
班管理制度》，包括管理老师岗
位职责、 与家长的日常沟通工
作要求、孩子的接送管理制度、
日常安全管理制度等， 同时还
建立 《暑期托管班管理流程》，
做到各项工作制度规范齐全，
确保托管班运行安全有序。

“自打上了暑期托管班 ，
我发现孩子不仅活泼了， 在家
里也更懂事了。 这要感谢工会
组织的托管班 ， 让孩子成长
了。” 职工张先生高兴地表示，
明年还会送孩子来这里。

本报讯 （记者 石海芹 通讯
员 孙晓娟） 7日， 中铁鲁班电商
公司工会和团委以满足职工需求
为导向，开展“七夕电竞节”活动。

据介绍，“电竞” 活动展现了
互联网的“重构”对职工生活的全
维度影响，新的移动设备+互联+
用户界面+沟通方式+美观重新
定义了职工的生活和习惯。 广大
职工以男女组队的形式， 参与刨
冰塔、砸派、拔河、划船等N款游
戏 ， 其中主战广受职工欢迎的

“Switch”,以组队积分赛 、组队淘
汰赛和Battle赛的形式进行，让职
工拼技术、拼反应、拼配合，“玩”
出激情、释放活力、展现魅力。

据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鲁班电商公司的职工大都是
年轻一代，思想更加开放、活跃，
在准确掌握职工思想行为的基础
上， 公司工会和团委工作人员精
心谋划，融入网络世界，此次活动
进一步提高了工会和团委组织在
职工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中铁鲁班电商职工“电竞”活动展活力

市总工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

学会历史思维 培养历史眼光 增强历史担当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8月9

日， 市总工会组织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 主题教育专题学习
会， 邀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何虎生教授作 “中国共产
党党史” 专题辅导报告。 会议要
求， 全市工会系统领导干部要学
会历史思维、 培养历史眼光、 增
强历史担当， 要把党史学习作为
党员、 干部日常教育培训的重要
内容， 把学习党史持续抓下去，

切实抓出成效。
近日， 中央 “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 新中
国史的通知》， 要求把学习党史
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 作为牢
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
在主题教育中对学习作出具体安
排， 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守初
心、 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何教授以《站起来 富起来 强
起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史》为题，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
展为脉络， 从实现了中华民族从
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的伟大飞跃、 迎来了从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等三方面，
深入解读了我们党近百年奋斗的
历史、艰辛的探索、辉煌的成就。

会议要求， 工会系统党员干

部要把学习党史同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中
有关党史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
进一步深刻认识党的执政使命和
根本宗旨， 进一步深刻认识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的本质内涵。
要把自己、 工作和职责摆进去，
真学深学， 学会历史思维， 培养
历史眼光， 增强历史担当。 各事
业单位党组织要把党史学习作为

党员、 干部日常教育培训的重要
内容， 把学习党史持续抓下去，
切实抓出成效。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局
级领导干部以及市总机关主要部
门负责人参加了专题学习会。

“自打上了托管班 孩子在家更懂事了”

走进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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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龙泉镇机关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受到家长称赞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讲
主题党课、 交流主题教育成果、
应知应会知识竞答、 重温入党誓
词……8月7日， 北京市园林绿化
企业工会联合会利用半天时间，
举行了北京市园林绿化工会干部
系列深化 “不忘初心 、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成果， 推动主题教
育向纵深发展活动。 据悉， 活动
共百余人参加。

市园林绿化企业工会联合会
主席、 市服务工会兼职副主席侯
雅芹按照 “四个讲清楚 ” 的要
求为大家讲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为使党课具备思想性、 针对性、
实效性， 侯雅芹先后带领工会工
作人员到基层调研7次， 收集了
大量的鲜活素材和典型事例， 吸
引力、 感染力十足。

活动现场 ， 来自基层园林
绿 化 单 位 的 代 表 围 绕 抓 好 党
建 、 做 绿 色 工 匠 、 开 展 好 工
会工作等方面 ， 从不同工作角
度 、 不同工作侧面进行了 成 果
交流 ， 所讲的内容与工作贴合
度高， 引发了大家对自身工作的
思考。

会后， 大家纷纷表示， 要把

党课中提倡的党性， 融入到园林
绿化事业中去， 为首都培养更
多的园林绿化工匠 ， 在守护北
京绿水青山的工作中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

西城3万名职工看“动漫”学急救

市园林绿化工会干部上党课强党性

(上接第1版)
今后五年， 全市工会女职工

工作要着力强化思想引领、 着力
彰显政治担当、 着力履行主责主
业、 着力服务工作大局、 着力增
强基层活力， 切实推动新时代首
都工会女职工工作再上新台阶。

徐微在讲话中首先代表全总
女职工委员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
热烈祝贺。 她指出， 北京市第六
届女职工委员会履职以来的五
年， 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工会女职
工组织聚焦服务发展、 锐意改革
创新 ， 工会女职工工作扎实有
力 、 成效显著 ， 有品牌 、 有特
色、 有创新、 有成效， 许多工作
都走在全国前列。 今后希望， 北
京市各级工会女职工组织必须牢
牢把握工会女职工工作正确方
向， 旗帜鲜明讲政治； 必须牢牢
把握我国工人运动时代主题， 凝
聚力量促发展； 必须立足女职工
队伍新变化， 在加强思想引领上
有担当； 必须聚焦女职工对美好
生活的新期待， 在履行维权服务
基本职责上见实效； 必须紧跟工
会深化改革新步伐， 在加强自身
建设上有创新。

郑默杰在讲话中强调，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 也是贯

彻落实中国工会十七大、 中国妇
女十二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工会
女职工工作任重而道远、 艰巨而
光荣。 全市各级工会女职工组织
和广大女职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 结合正在开展的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发挥
好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
用， 切实履行好组织、 引导、 维
护和服务女职工的各项职责。 各
级工会女职工组织和女职工工作
者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团结带
领广大女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 聚焦新时代新目标， 激
励广大女职工争做新时代的奋斗
者； 把握问题和需求导向， 提升
女职工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
感； 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立足自身改革创新， 增强工会女
职工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全总女职工部综合处副处长
杨希玲， 市总工会潘建新、 王敬
东、王彦、林林、周静等领导出席
会议。 北京市总工会第七届女职
工委员会委员，各区、产业、局、集
团、公司、高等院校、直属基层工
会女职工工作负责人， 市总工会
产业及各部门的负责人， 以及市
总机关女干部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