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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大峪中
学分校校长魏芳参加工作30年，
其中10年驻守新疆兵团，20年扎
根门头沟教育， 带领学校获得多
项荣誉， 她个人取得的奖项更是
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在昨天举行
的门头沟区 “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 弘扬新时代尊师风尚”2019
年教师节表彰会上，她领取了“门
头沟优秀教育工作者”证书。

据了解， 门头沟区此次授予
魏芳等77人2019年 “优秀教育工
作者”称号，授予安迪等94人2019
年“优秀教师”称号，授予赵辉等
10人2019年“魅力教师”称号，授
予龙泉小学“三疑三探”教学模式

团队等6个团队2019年 “卓越团
队”称号，授予杨文成等10人2019
年“师德标兵”称号。当天，获奖教
师及团队代表上台领奖。魏芳说，
荣誉只代表过去， 教师最该做的
是始终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立足
当下，奋斗未来。随后，2019年新
教师代表庄严宣誓： 履行教师的
神圣职责，争做“四有好老师”，当
好“四个引路人”。会上播放了区
域德育教材《讲述“四个一”故事
传承门头沟精神》。据悉，在全力
打造 “红色门头沟” 党建品牌和
“绿水青山门头沟”城市品牌的进
程中， 教育人将引导学生持续讲
好“四个一”的门头沟故事，弘扬

“讲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神。
门头沟区委教工委副书记 、

区教委主任陈江锋表示， 一代又
一代门头沟教育人追求梦想、拼
搏奋进；一代又一代师德高尚、业
务精湛、 乐于奉献的门头沟教师
为了实现教育理想接续奋斗。“我
们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努力
打造教育精品区， 促进门头沟区
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此外， 门头沟师生还表演了
舞蹈 《美丽的维族姑娘》、 京剧
《琉璃赵》、 澳洲舞 《let me see》、
四重唱 《不忘初心》， 全体与会
人员最后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
共同庆祝第35个教师节的到来。

学习贯彻北京工会十四大精神
开创新时代首都工会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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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访平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屈志奇

打造找得到靠得住信得过用得上的职工之家

“北京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
大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 北京建设发展迈入新阶
段、 工会深化改革开启新征程的
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北京工会十四大精神内容丰富，
涉及北京工会工作各个方面。”平
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
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屈志奇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屈志奇表示， 平谷区总工会
将把组织北京工会十四大精神的
学习宣传贯彻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
抓，重点依托“平谷工会”微信公
众号、市区两级报刊、区融媒体中
心以及平谷职工文体协会、 职工
文化宫等工会宣传舆论阵地，通
过开设专题专栏、 撰写系列宣传
稿件、举办讨论会、报告会、研讨
会、专题培训班、成立宣讲团等多
种形式， 实现北京工会十四大精
神下基层、进企业、到班组，用贴
近职工的话语把大会精神讲清
楚、讲明白。

“在今后的工会工作中，平谷
区总工会将结合实际， 从工会工
作的政治性、 先进性和群众性三
个方面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北京工
会十四大精神， 做职工最可信赖
和依靠的娘家人。”屈志奇说。

在引领职工群众听党话 、跟

党走方面，屈志奇提出，要教育引
导职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切实把广大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北京工会十四大精神上来；
要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坚决反“四风”、去
“四化”。 落实机关干部力量下沉
和领导干部联系困难职工制度，
树牢职工“娘家人”形象；要聚焦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2022年冬奥
会及冬残奥会 、2020世界休闲大
会、 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创
建等重点工作， 教育引导职工支
持、参与、服务中心工作。

在团结职工群众促改革 、立
新功方面， 要大力推动职工创新
工作室建设， 不断激发职工的创
新活力， 培养选树一批具有北京
特色、平谷特点的“平谷工匠”，努
力构建一支适应平谷区发展的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

伍。创新劳模培养选树工作，深化
“劳动光荣”主题宣传，广泛宣传
劳模和工匠先进事迹， 为区域发
展汇聚正能量。

在切实为职工解难事、 办实
事方面， 要扩大工会组织的有效
覆盖，着力破解非公企业建会难、
入会难问题， 不断扩大工会组织
对非公企业特别是新兴产业、新
兴领域、灵活就业群体的覆盖面，
力争在五年之内实现全区非公企
业建会全覆盖。 要织密立体服务
网，坚持“会、站、家”一体化，努力
实现服务对象全覆盖， 不断拓展
会员优惠基地建设， 做好职工医
保二次报销和职工互助保障项

目，做好工会会员小额贷款项目。
此外，屈志奇还提出，要打好

帮扶组合拳，做强春送岗位、夏送
清凉、金秋助学、冬送温暖特色服
务品牌，实施“精准脱困计划”，科
学管理使用平谷区温暖基金，做
好工会对口援助工作等， 构建多
层次、全覆盖的帮扶救助体系。

“持续深化工会改革，切实增
强基层工会的自转功能， 把改革
的重点放在为基层工会提供更多
更好的指导服务和政策措施上，
加大工会经费、 人员队伍向基层
一线的投入力度， 努力打造职工
群众找得到、靠得住、信得过、用
得上的职工之家。”屈志奇说。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9月
9日 ， 慈铭体检集团举行学习
“时代楷模 ” 北京榜样誓师会 。
会上， 2019年度慈铭榜样评选活
动正式启动。 集团将号召全体职
工坚守平凡岗位 、 弘扬奉献精
神， 并从各个岗位中评选出30名
“慈铭榜样”。

今年5月， 慈铭体检集团党
委号召全体职工开展向北京榜样
学习活动。 据集团党委书记、 董
事长胡波介绍， 通过学习北京榜
样活动， 集团将从健康服务基层
活动中选树一批践行承诺、 成绩

突出 、 群众满意的先进医护典
型， 称为 “慈铭榜样”， 以调动
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和爱岗敬业的
精神。 “届时， 每周发布慈铭榜
样并播放先进事迹视频， 供职工
学习交流， 并在今年年底评选出
30名慈铭榜样。” 胡波表示。

“通过今天观看北京榜样事
迹 ， 我深受鼓舞 。 决定继续向
这些榜样学习 ， 在工作 和 生 活
当中 ， 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
为每一位体检客人做好服务， 争
取被评为慈铭榜样。” 职工牛艺
锡表示。

慈铭体检集团将评选30名榜样人物

门头沟191名杰出教师6个团队获表彰

爱爱心心月月饼饼
送送进进车车间间

中秋佳节即将来临 ， 10日 ，
廊坊中建机械有限公司工会开展
了 “月满中秋， 情暖一线” 慰问
活动， 将月饼送到起重机械制造
部车间， 为一线职工送上节日慰
问和关爱， 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
辛勤付出以及对企业各项工作所
做的贡献， 祝福他们度过一个祥
和、 安康的节日。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朱铸 刘爽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秦蕾 ） 近
日，北京城建一公司“职工首期瑜
伽班”在“职工之家”综合活动室
正式开课。 让广大职工关注自己
身体状况，减轻工作压力，享受瑜
伽给身心带来的放松和宁静。

据了解，自一公司今年5月建
成并启动职工之家功能后， 会员

职工热情满满，参与度高。工作之
余，跑步机上、乒乓球台前，总能
看到职工健康的身影， 听到大家
欢快的笑声。 据公司工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 开办瑜珈班就是想让
职工在紧张的工作中调整精神状
态，进行片刻的休养，也是一次为
职工服务的全新尝试和体验。

城建一公司“职工首期瑜伽班”开课

大兴园林职工岗位练兵“聚焦”生态之美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日前，

由大兴区总工会主办， 区园林服
务中心协办的“岗位竞技展风采，
打造生态园林梦” 园林技能岗位
大练兵活动绿化成果摄影作品展
暨表彰大会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举行。此次活动从筹备到决赛，历
时三个多月，比赛分为插花、盆景
方案设计、 微景观制作以及绿化
成果摄影展等四个科目。

活动经前期筹备、下发通知、
初赛选拔、 复赛培训考试到决赛

比拼一路走来，最终，凭借优秀的
素质、熟练的技能，各科目共产生
一等奖8名、二等奖12名、三等奖
20名、优秀奖42名。表彰结束后，
各级领导干部及职工欣赏了绿化
成果摄影作品， 通过参赛职工对
大兴区园林不同角度 “美” 的拍
摄， 展现出了新国门新大兴的风
骨和神韵。

区园林服务中心党组书记 、
主任孙宝峰表示， 希望园林职工
通过此次活动， 将知识和技能运

用到实际工作中来， 切实提升服
务大兴生态宜居环境建设的专业
水平，更好地建设绿色大兴。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在近
日昌平区委宣传部组织的 “昌平
区‘我和我的祖国’百姓宣讲”会
讲中， 金卫伟业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工会推荐的保安队长郇福东，
以他在平凡的岗位上甘于奉献的
感人事迹打动了所有在场的评委
和观众， 被大会组委会选拔确定
为昌平区百姓宣讲团的一员。接
下来郇福东将和其他百姓宣讲员
一起，在昌平区各乡镇、企事业单
位、城乡社区等作巡回宣讲。

据了解， 金卫伟业工会始终
坚持工会不仅是职工的娘家人，
也是职工思想教育和先进人物的
选树人、培养人的理念，始终坚持
职工先进性、群众性的特点。牢记
“培养选拔先进职工、让平凡的岗
位更加光荣” 是基层工会一项长
期的任务。

郇福东是金卫伟业工会培养
起来的基层保安员， 他从保安员

一步一步成长为优秀的保安队
长， 在平凡的保安岗位上得到了
景区游客、小区业主的一致好评。

“保安员是平凡的职业，一定
要让保安员岗位变得不平凡。”金
卫伟业工会一直以此为工作的重
点， 在公司掀起学先进争先进的
氛围， 通过保安员兢兢业业的工
作， 让保安员成为受人尊敬的职
业。为此，2019年，金卫伟业工会
邀请北京劳模保安到公司宣讲，
让保安员感受 “保安员是如何通
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劳动模范的”；
多次组织身边的榜样，开展“身边
的榜样”演讲活动；组织先进保安
员评选活动， 开展比学赶帮超活
动；组织学雷锋活动等，在保安员
中弘扬正能量。

“工会要通过努力， 让保安
员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全社会作出
贡献， 让保安员成为一个光荣的
职业。” 公司工会主席成洋说。

金卫伟业工会掀起树榜样学先进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