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8日，海
淀区举行“祝福伟大祖国 践行立
德树人” 庆祝教师节纪念活动 ，
向辛勤耕耘的全区广大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据悉，
海淀区将继续加大教师住房保障
力度， 将教师纳入区域人才保障
体系，同时完善“海淀教师证”制
度，让教师在就医、生活、愉悦身
心等方面享有更多高品质、 智能
化服务。

近年来，海淀区坚持“四有”
好老师标准和 “四个引路人”要
求，打造了一支信念坚定、学识渊
博、 情怀浓厚的优秀教师队伍 。
2019年，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
号， 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罗福华、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教师杨森林获得“全国模范教师”

称号，五一小学校长陈珊获得“全
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首都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任海霞、翠
微小学教师于立君获得 “全国优
秀教师”称号。此外，为表彰先进、
树立典型， 海淀区对育英学校屈
岩等1480名优秀“四有”教师进行
了表彰， 与会领导为获奖教师代
表颁发了证书和奖励。

在活动现场， 原海淀中心学
区书记校长、 万泉小学原校长陶
升平， 育英学校教师屈岩， 十一
学校教师葛方圆三位新老干部教
师代表结合自身经历， 分享了自
己投身教育事业的感悟和对海淀
教育文化的理解与传承。

海淀区委书记于军表示，为
了让教师群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海淀区将着力做好三件事情：
一是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 “全方

位、全领域”政策支撑，从根本上
保证教师队伍建设有法可依、有
章可循，增强教师工作保障能力。
二是让教师队伍建设更加 “有规
模、有质量”，优先谋划教师工作、
优先保障教师工作投入、 优先满
足教师队伍建设需要。 三是确保
教师地位待遇更加“受尊重、受关
注”， 建立教师工资待遇保障制
度，完善教师职称评聘制度，健全
教师荣誉制度。

海淀教师公寓金隅西砂项目
日前举行入驻签约仪式， 首批将
入驻200余户教师家庭。 今后，海
淀区将继续加大教师住房保障力
度， 将教师纳入区域人才保障体
系；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完善“海
淀教师证”制度，让教师在就医、
生活、 愉悦身心等方面享有更多
高品质、智能化服务。

海淀表彰1480名优秀“四有”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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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优秀指导员交流传授协商经验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9月5

日至6日， 2019年度北京市集体
协商指导员培训班暨指导员宣讲
比赛决赛如期召开， 来自各区和
产业的100余名市级专职集体协
商指导员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注重将业务知识与
实际应用相结合， 通过多种形式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采
取集中授课、 开展模拟协商和举
办宣讲比赛。

6名进入决赛的协商指导员
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实践 ， 以
小见大 ， 娓娓讲述从事集体协
商工作的心得体会、 分享协商中
的探索创新。 通过优秀指导员的
宣讲， 来传授经验、 增进交流，

同时也提高了协商指导员的宣讲
能力。

据了解， 培训围绕国家三方
协调委员会前不久出台的 《关于
实施集体协商 “稳就业 、 促发
展、 构和谐” 行动计划的通知》、
全总制订的 《深入开展集体协商
质效评估工作方案》， 分别邀请
中国劳科院劳动和社会保障法治
研究室副主任黄昆讲授 《劳动标
准与集体协商》、 中国劳科院工
资收入分配调控研究室主任王霞
讲授 《集体协商工作新要求 》，
同时还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
医结合心理科主任闫少校讲授
《沟通与自我调节》。 通过专家的
授课， 使指导员明确了下阶段全

总、 市总的工作要求， 提升了集
体协商的业务水平和沟通技巧。

此次培训将指导员分为两
组， 每组协商双方各由 10名代
表组成 ， 双方分别推出首席代
表， 围绕精选出的协商案例开展
协商 ， 再由专家进行辅导和点
评。 通过紧张激烈地协商， 使指
导员系统掌握协商的程序内容、
方式方法， 熟练运用协商的策略
和技巧。

市总工会高度重视集体协商
指导员队伍建设， 从2011年组建
队伍至今，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
新，经过几年的努力，当前100名
市级专职指导员已经成为推动全
市集体协商工作深入开展不可替

代的骨干力量。 通过加强队伍建
设，解决了协商人手不足的问题，

在提升集体协商质量和实效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孙妍 摄

集体协商指导员培训班暨指导员宣讲比赛决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上
周， 澳门工联总会代表团来到朝
阳区酒仙桥街道总工会， 与下属
建会企业世纪互联公司进行交
流， 并就新时期互联网企业如何
开展工会工作、 更好服务青年职
工开展座谈。

座谈中， 双方相关领导先后
介绍了京澳两地工会系统的基本
情况以及酒仙桥街道总工会如何
做好工会会员， 特别是青年会员
服务工作的经验做法。

据了解， 北京市各级工会组
织十分重视青年工作， 将青年会
员的技能培训、职业发展、青年婚
姻幸福等纳入各工会组织的重点

工作推进，开展得丰富多彩。作为
北京市文化创意、互联网科技、环
保等企业聚集的代表性区域，酒
仙桥地区企业的职工平均年龄不
超过30岁。近年来，酒仙桥街道总
工会特别结合年轻人特点， 将工
会工作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依托
微信公众号设立“三互”移动数字
平台———“网上职工之家”， 构建
了“互联网+工会”的智慧工会模
式，方便为青年职工服务。

同时， 酒仙桥街道总工会坚
持用阵地和载体培育、凝聚、引导
青年人，通过大工匠评选、垃圾分
类绿色环保志愿服务、 单身青年
联谊会等活动， 赢得了地区企业

和青年职工对工会的信任和支
持， 团结和引导地区青年职工听
党话、跟党走。

随后， 双方就如何结合现代
互联网企业特点， 开展好青年人
工会工作进行座谈。双方认为，在
互联网技术普及、 资源共享速度
加快的大环境中， 要及时掌握青
年人的政治思想动态， 加强做好
青年人思想政治引领工作。

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今后
加强北京和澳门两地工会的交
流 ， 促进两地工会进行务实交
流， 从而进一步增进两地青年职
工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引导
两地工会青年建功新时代。

教师将纳入区域人才保障体系

京澳两地工会围绕“服务青年”座谈取经

9月5日，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
团有限公司工会在抢险基地开展
了 “迎中秋·做月饼” 活动。 在
食堂师傅的指导下， 大家兴趣盎
然地投入到制作月饼的过程中。
抢险基地联创共建的海亚公司、
起重运输事业部等单位职工参加
了此次活动。

本报记者 曹海英
通讯员 秦碧霞 摄影报道

职工自制月饼
喜迎中秋佳节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房山区长阳镇总工会获
悉，为加强人防知识普及，提高职
工应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长
阳镇禾香雅园社区工会联合会开
展了民防应急救援知识讲座。

活动邀请到民防浩天救援队
贾主任分别对应急避险常识、 灾

后自救与救助知识、 应急自救技
能作了生动的讲解； 通过讲解一
些典型案例、 介绍家庭应急知识
和减轻灾害的重要方法， 并从预
防危害的必要准备和危害来临时
的注意事项， 以及如何开展自救
逃生等方面， 介绍了家庭应急准
备的基本常识。

长阳镇工会开班讲授应急救援知识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4日傍
晚，南锣鼓巷暖空间内，十几名爱
好书法的学员围坐桌前， 聆听书
法讲座。当天，东城书法家协会、
交道口街道总工会书法教学基地
揭牌暨书法中级培训班开班。

交道口街道总工会主席郑纯
征介绍， 为了给职工提供一个学
习书法、篆刻的平台，工会定期举
办兴趣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不少学员进步明显， 并表达了继
续学习的渴望。 工会在了解职工
意愿之后， 与东城书法家协会合
作，经过遴选，将喜爱书法、篆刻
的学员组织起来， 邀请书法家为
职工授课。课程包括魏碑、篆书、
篆刻、行书的学习与创作等内容。

开班当天，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东城书
法家协会主席刘俊京为大家讲授
了《智慧学书法》。

今后每周三18时至20时 ，进
阶班的学员都将在暖空间跟随书
法家，学习更多的笔法、字法、墨
法和章法。 万玉藻 摄

东城书法教学基地落户南锣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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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上接第1版) 深刻认识这次庆祝
活动的重大意义，时刻保持最佳
工作状态，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
作，在实践中彰显工会组织的初
心使命 ， 展现工会人的担当作
为 。二是充分认清形势 ，增强做
好安全工作的紧迫感责任心。要
在自身安全、劳动关系领域的风
险隐患 、 网络舆情及信访等方
面，认清形势、增强定力、高度重
视 、稳妥推进 。三是强化政治担
当，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
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 坚持最高标准 ， 按

照 “精精益求精、 万万无一失”
的要求 ， 加强组织领导 、 做好
职工工作 、 加强检查和应急演
练 ， 把各项安全工作做到位 、
做精致、 做完美。

市总工会副主席王永浩主
持会议并结合近期市里关于安
全 、 服务保障 、 信访排查等几
个重要会议的有关精神 ， 对工
会系统安全生产和维稳工作进
行了部署。

各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
市总工会事业单位负责人出席
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