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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房山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
务副主席李建坡， 副主席隗合红
等一行， 到房山法院为 “厉莉创
新工作室” 获评 “房山区职工创
新工作室” 授牌， 并赠送工作室
建设资金。 房山法院党组书记、
代院长娄宇红等参加座谈活动。

座谈会上， 房山法院党组成
员 、 政治部主任沈波从 “抓好
‘选人’ 关键、 打牢 ‘铸魂’ 基
础、 树立 ‘创新’ 思维” 三方面
介绍了房山法院 “厉莉创新工作
室” 建设情况， 指出 “厉莉创新
工作室” 旨在为全院干警搭建一
个锐意创新、 攻坚克难的阵地和
展示才能、 发挥作用的平台， 目
前在全院形成了典型引领、 品牌
辐射、 创新发展的良好态势， 并
就突出人才培养 、 加强激励保
障、 拓宽活动形式等方面汇报了
下一步工作思路和计划。

李建坡对房山法院 “厉莉创
新工作室” 获评 “房山区职工创
新工作室 ” 表示了祝贺 。 他指
出， 工会成绩的取得， 在于党组
的支持和重视、 工会干部的勤勉
履职和共同努力， 以及全体会员

的认可和拥护， 也反映出法院整
体工作成效显著， 带动工会工作
不断取得突破。 希望房山法院工
会在院党组的带领下， 继续为工
会会员谋取福利， 做工会会员坚
强的后盾。

房山再添一区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门头沟区总工会组织工作人
员及志愿者进入石门营A3地块
施工工地， 为在此工作的农民工
举办了一场丰富的法律知识讲座
及文书帮写活动。 现场共有70余
名农民工参加了活动， 并收到了
毛巾、 香皂、 笔记本、 法律书籍
等宣传品。

活动中， 律师为到场的农民
工详细地讲解了遇到纠纷应如何
运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的权益、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概念和区
别以及继承法相关内容， 深入浅
出的讲解并结合案例的分析帮助
农民工加强理解， 使每位农民工

获益匪浅。 有部分农民工还向律
师专家提出了问题咨询， 专家耐
心详细地进行了解答。

活动结束后， 农民工表示 ，
此次法律知识讲座办得非常及
时， 专家讲解浅显易懂， 很有针
对性和实用性。 据区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 “尊法守法， 助力
创城” 服务农民工系列活动开展
以来， 得到了全区农民工的一致
好评。 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在普法
的同时也向农民工朋友普及创城
知识， 使他们进一步了解创城、
支持创城、 参与创城， 在今后的
工作生活中能够时刻以高标准要
求自己， 全身心的融入到全区的

创城工作中去。
据了解， 下一步， 门头沟区

总工会将继续开展普法进工地活
动， 不断提高农民工知法用法守
法的意识 ， 在全区营造办事依
法、 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王君） 近日， 东城区东四街道总
工会在南新仓休闲一条街举办
“展厨艺、树标兵———东四街道总
工会餐饮企业面点制作技能交流
展示活动”，本次活动旨在展现南
新仓楼宇联合工会餐饮行业面点
的制作水平与独特风味， 为企业
搭建技术比拼平台的同时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此次活动共分 “成品展示、
现场比拼 、 劳模示范 ” 三个环
节， 参与比拼的12家单位共带来
近60种各色面食供大家参观和品
尝 ， 除了众所周知的水晶虾饺
皇、 红糖糍粑、 凤梨酥等特色地
方小吃， 一些企业的创新菜品，

诸如功夫熊猫、 慕斯招财猪、 粗
粮挂杆饼、 桃仁酥糕更以其讨喜
的造型， 细腻的口感令在场职工
耳目一新。 6家企业进行了制作
技艺的现场展示， 在进入劳模技
能展示的环节， 更是请来了中国
烹饪联合会理事、 北京市劳模何
亮大厨为大家展示拉面技艺， 他
表示， “工匠精神” 就是通过不
断地钻研训练使自己的专业技能
发挥到极致。

据介绍， 自2011年至今东四
街道总工会通过技能大赛活动作
为载体， 鼓励广大职工会员争做
新时代的奋斗者， 展现劳动的光
荣与价值， 以及用劳动开创未来
美好生活的生动画卷。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北京博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联合北京纳百川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共同开展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
程技术工人职业培训班。

据了解， 此次培训班邀请北
京市工会干部学院老师为学员讲
解了工会的作用与职能， 以及北
京市工会面向广大工会会员开展
的服务情况等。 随后， 北京欣博
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张
宝、 北京纳百川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杨宝旺分别进行了

“双拱力学型纸板” 和 “库房设
备管理： 库房操作规程” 主题培
训， 学员在生动详实的讲解中深
受教育和启发， 巩固、 强化了职
业技能。

此次培训对推进首都职工素
质建设、 提高现代服务行业技术
工人的职业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
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学员表
示，课堂讲解的内容非常实用，通
过学习增强了自身的职业素养，
希望可以多举办类似活动， 以学
习和实践为企业发展出一份力。

青青年年教教师师拓拓展展训训练练感感受受团团队队精精神神
近日， 北京市邮政教育培训中心聘请合众拓展教练对17名青年教

师及相关部室培训管理人员进行拓展项目训练， 开展了 “桃花朵朵
开” “松鼠大树” “趣味接力赛” 等团队拓展项目。 在一个个小游戏
中， 大家通力合作， 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和力量。 此次活动， 大家不仅
收获了快乐， 还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锻炼了团队协作精神。

通讯员 张丽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北京
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升级职
工书屋， 打造适应新时代职工发
展要求的职工书屋， 这是记者近
日从京能集团职工书屋提质升级
座谈会上了解到的。

据京能集团党委副书记、 工
会主席李迅介绍， 职工之家建设
工作是京能集团的品牌特色项
目 。 2018年 ， 北京市工业 （国
防） 工会在京能集团京阳热电公
司召开 《北京市总工会关于深入
推进职工之家建设工作的意见》

工作推进会， 全面启动升级建家
工作。 京能集团工会迅速响应，
召开深入推进职工之家建设工作
试点单位研讨会， 7家集团系统
首批试点单位工会负责人 参 加
会议 ， 研究制定了职工之家升
级建设思路 ， 并由集团工会 整
理形成 《职工之家实体化考评
标准》 （试行版）。 集团工会在
原有建家取得成效上， 突出 “自
家自建、 自家自管” 的职工建家
特色， 以职工为中心 、 以需求
为导向 ， 提出 “五做实” 升级

建家宗旨思路， 探索建家文化，
在 “强、 精、 细、 广、 全” 上下
功夫， 年度内新增服务场所面
积 1.82 万 平 方 米 ， 服 务 设施
13694个。

同样， 作为职工之家的一部
分， 职工书屋也相应升级， 适应
现阶段职工的需求。 近年来， 京
能集团举行了21场职工阅读会，
职工参与率达到82%。 作为北京
国企， 京能集团将在全民阅读上
起引领作用。 目前， 京能集团正
在京阳热电职工书屋开展试点升

级， 并由此在全集团展开职工书
屋升级。

当天座谈会上， 岱海发电 、
宁东发电、 京阳热电介绍职工书
屋建设及活动开展情况。 岱海发
电找专家选配图书， 并设读书协
会等， 尝试将职工书屋打造成读
书、 学习、 培训一体的阵地。 宁
东发电因地制宜， 在职工班车上
设有书架， 供职工随时随地可以
阅读。 京阳热电职工书屋面积由
108平方米升级为200平方米， 并
进行区域分化。

中国工人出版社融合发展项
目部部长、 中工数字资源库主任
秦笑语说， 京能集团试点升级的
职工书屋针对每一部分功能进行
了分区设计， 非常人性化， 运营
时还将实现职工自主借阅管理等
功能， 值得学习和借鉴。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
说 ， 京能集团职工书屋内涵深
刻， 符合现代化国有企业身份 。
他希望职工书屋能担负起培养员
工整体素质的重任， 在整个企业
形成一种学习的氛围。

京能集团将启动职工书屋升级改造
打造读书、学习、培训一体化阵地 在职工班车上设立书架

门头沟区总工会普法讲座开进工地

贴贴心心关关爱爱
送送进进工工地地

9月将至， 京城暑热仍未消
去。 为了体现出企业对施工人员
的关怀， 近日， 北京住六公司未
来科学城项目为每一名进入施工
现场的人员测量血压， 并准备了
精心熬煮的绿豆汤和冰棍 、 西
瓜， 确保安全生产， 为施工顺利
进行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两公司联手开办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班

东四街道餐饮企业职工展示面点厨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