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铁六局北京通号项目部发放助学金
本报讯 （记者 石海芹 通讯

员 任肖琳） 9月， 中铁六局电务
公司北京通号项目部又一批莘莘
学子走进校园，23日，公司工会举
办“金秋助学”资助金发放活动。

项目工会负责人为3名困难
家庭学子发放助学金8000元 （其
中1名本科生，2名小学生）， 并向
他们表示鼓励， 希望能以更优异

的成绩回报社会，回报祖国。职工
代表表示， 一定教育好子女树立
远大理想，发挥自强不息的精神，
做一个懂得感恩、自信的人。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开展，落
实了“三不让”帮扶救助制度，帮
助困难家庭减轻了子女学费的负
担， 同时激励困难职工子女努力
学习，立志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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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录从1955年至今的224名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大兴区劳模墙在康庄公园揭幕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坐落

于大兴新城的康庄公园又多了一
道闪光的主题景观———劳模墙 。
24日上午， 大兴区老中青劳模汇
聚一堂， 共同参与大兴区总工会
举办的 “弘扬劳模精神 传承匠
心力量” 劳模墙揭幕仪式， 不仅
为大兴区增添弘扬劳模精神主题
景观 ， 更是成为看劳模 、 听劳
模、 学劳模的前沿阵地。

据了解， 为不断加大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力
度，近年来，大兴区总工会在全区
范围内掀起领略劳模风采、 学习
劳模精神的热潮。今年，根据全国
总工会、北京市总工会要求，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兴区总工会经过精心安排、部
署，历时近半年，建立了劳模墙、
编纂了劳模名录。

《北京市大兴区劳模名录》共
收录了从1955年至今北京市大兴
区历年受到党和国家、 北京市人
民政府表彰的224名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的事迹。据介绍，这是
大兴区第一部系统、 全面记载区
内劳模情况的名录。同时，名录充
分加入视频互动元素 , 通过手机
扫描二维码 , 就可直观欣赏劳模
事迹宣传片 , 生动形象地领略劳
模风采。

劳模墙揭幕仪式上， 大兴区
部分全国劳动模范、 北京市劳动
模范、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和各直

属机关工会、各镇、产业基地总工
会负责人， 以及广大职工干部共
同见证了劳模墙的正式揭幕。北
京市劳动模范张文凤作为劳模代
表表示， 看到我们的形象出现在
劳模墙上、劳模名录里，感到无比
自豪，我们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 把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伟
大、劳模最美丽的理念传递出去，
做新时代正能量的传播者。

大兴区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
常务副主席牛玉俊表示， 劳模墙
不仅为大兴区增添了弘扬劳模的
主题景观，更是成为看劳模、听劳
模、学劳模的前沿阵地。劳模墙以
独特的方式传递着“劳动最光荣”
的主流价值观。全区劳模、先进工

作者及干部职工要继续发扬和传
承劳模精神，用辛勤劳动、诚实劳

动、创造性劳动，为“新国门 新大
兴”而不断努力奋斗。 孙艳 摄

门头沟区教委机关党员重温“赶考”路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通讯

员 常广瑛 ） 记者23日从门头
沟区教委获悉， 门头沟区教育
两委领导班子成员、 区巡回指
导组成员、 教委机关党员干部
近日集体参观了香山革命纪念
馆， 重温 “赶考” 之路。

在新建成的香山革命纪念
馆里， 门头沟教育系统党员代
表 参 观 了 《 为 了 新 中 国 奠
基———中共中央在香山》 大型
主题展览 。 该展览由 “进京
‘赶考’” “进驻香山” “继续
指挥解放全中国” “新中国筹
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

奋斗 ” 五个部分组成 ， 通过
800多幅图片 、 报照 、 地图 、
表格和1200多件实物、 文献和
档案， 全景式生动呈现了中共
中央在香山期间领导全国各族
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的历史使命， 开启中国历史发
展新纪元的光辉历程。

通过参观学习、 追寻红色
记忆， 重温中国共产党不懈奋
斗的伟大岁月， 广大党员纷纷
表示， 这次活动很有意义， 将
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精
神 ， 传承红色基因 ，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焕发创业干事

的精气神。
门头沟区委教工委副书

记、区教委主任陈江锋表示，通
过全系统党员干部的共同努
力， 本区教育系统一定会把主
题教育抓实抓好、抓出实效、抓
出特色，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门头沟区广大教育工作
者将坚持为党育人初心不改，
为国育才使命不忘， 把初心使
命变成埋头苦干、 真抓实干的
自觉行动，以‘讲奉献、争第一’
的精神追求，扎根三尺讲台，献
身教育事业， 努力把门头沟区
打造成教育精品区。”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20日，
延庆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
池合仓一行走访看望区全国劳动
模范代表，为赵玉忠等6名全国劳
模颁发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纪念章，把党和政府对
劳动模范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

走访期间， 池合仓详细询问

一线劳模工作生活情况 ， 针对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与劳模交流体会， 结合工会工
作征求劳模意见。 今后， 延庆区
总工会将充分发挥好党和政府联
系劳模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为劳
模施展才华 、 建功立业创造条
件， 当好劳模群体的 “娘家人”。

延庆区总工会走访看望全国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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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卫伟业工会掀起树榜样学先进热潮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近

日，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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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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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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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航天科工203所组
织全体党支部书记及新任领
导干部参观北京市全面从严
治党警示教育基地。在讲解员
带领下，大家观看了“挺纪在
前、 筑牢防线”“以案为鉴、知
畏知止”“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三个主题展区。在会议厅，
全体参观人员起立，对着党旗
集体庄严宣誓， 重温入党誓
词。 通讯员 娄文 摄影报道

航航天天系系统统职职工工
接接受受警警示示教教育育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 “沟
通会让我们对工会方方面面了解
得更清晰了，非常受益。”近日，丰
台区长辛店镇总工会在东河沿工
会联合会召开了职工沟通会。工
会联合会和非公企业工会40余名
职工参加。

会上， 长辛店镇工会领导为
大家讲解有关加入工会组织的好
处，向大家普及了12351APP的使
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以及应急帮扶
工作的宣传， 重点针对工会会员
互助服务卡的使用、 附加的三份
免费保险、 在职职工互助保障计
划 、健步121APP、首都职工志愿
APP等做了详细的讲解。同时，工
作人员还帮助职工下载APP并指

导他们如何登录，以及如何查询、
参加市总、 区总、 镇总组织的活
动， 帮助没有加入长辛店镇总工
会微信公众号的职工扫码关注。

由于长辛店镇域内职工多为
农村户口， 工作人员针对新农合
可以享受到的政策积极宣讲，对
职工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

随后， 镇总工会工作人员向
参会人员发放了 《入会宝典》《入
会秘籍》《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宣
传手册》 和长辛店镇总工会微信
公众二维码等宣传材料及宣传用
品。会后，工会主席与职工们进行
亲切地交谈， 精准了解企业职工
的需求， 为今后的会员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

长辛店镇职工沟通会问需求讲政策

中铁物贸北京公司打造最美职工之家
本报讯 （通讯员 王齐 ） 国

庆即将来临， 为营造公司家文化
氛围， 感受公司大家庭温暖， 中
铁物贸北京公司工会在机关会议
室举办三季度职工生日会。

一支支点亮的蜡烛， 一张张
微笑的面孔， 公司工会主席冯远
飞代表公司为所有过生日的职工
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感谢所有员
工的共同努力， 才有公司的稳步
前进。 庆生现场， 两位寿星代表

表达了对公司的感谢， 感谢公司
带来的家庭温暖， 并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将继续努力， 为公司美
好明天尽一份力。

据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 公司秉承 “像军队 、 像家
庭、 像学校” 的文化理念， 以职
工为本 ， 时刻专注职工身心健
康， 想职工所想， 急职工所急，
以最美职工之家为目标， 积极营
造和谐、 共赢的发展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