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韩冰） 病魔无情， 人间有爱。 上
周， 北京住总第一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工会组织职工开展了爱心捐
款活动。 在短短的几天内， 就为
首钢贵钢6#地项目职工刘春水
的女儿筹得善款5万余元。

据了解， 刘春水的女儿从小
学四年级开始患有Ⅰ型糖尿病酮
症、 消渴病， 去年下半年病症加
重， 面临需要换肾， 他的妻子身
体也不好， 患有重症胰腺炎。 目

前其家庭因母女二人的病情而负
债累累， 下一步不菲的治疗费用
依然没有着落。 住一公司工会了
解到刘春水一家的情况后， 迅速
发出捐款献爱心倡议书， 希望职
工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其家庭战
胜困难。

随后几天， 职工纷纷通过现
场捐款和水滴筹等方式捐出一份
爱心， 献上一片真情， 并号召身
边的亲朋好友积极参与捐款， 解
决了刘春水的燃眉之急。

住一工会发起募捐救助职工患病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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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上周，
西城区总工会组织辖区15个街道
总工会，召开“集体协商质效评估
工作再动员、再培训”会议。

会上， 为让基层工会扎实有
效地进行集体协商质效评估工
作， 西城区总工会邀请了市集体
协商指导员莫千兴、 王连英就集
体协商和质效评估工作的意义、
流程、 协商方式方法及协商的具
体内容，以PPT的形式，进行了深

入浅出地讲解和梳理， 培训内容
涵盖了理论与实操两个层面。同
时，各街道总工会围绕合同签订、
满意度测评、典型示范企业建设、
集体协商宣讲及信息上报等情
况， 依次进行了集体协商质效评
估工作汇报， 并就如何更好地做
好协商质效评估工作提出建议。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
集体协商质效评估对检验集体协
商工作的开展情况、 提升集体协

商工作质量、增强集体合同实效、
建立健全集体协商质效评估体
系、 引导职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二十
条：工会帮助、指导职工方与企业
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 未来基层工会有
需求，集体协商指导老师、区总工
会相关工作人员将会主动下基
层， 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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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小家建设三年实现所有项目部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刘金虎） 11月5日，紧邻大兴国际
机场的新建城际联络线工程一期
工程站前2标建设工地上，来自中
铁六局基层一线的80余名工会干
部齐聚一堂，共同召开项目部“幸
福之家” 建设暨员工健康关爱工
作现场推进会。 这是该企业第三

年在施工生产一线召开该专项工
作推进会议。

本次现场推进会， 以 “秉初
心谋职工福祉、 担使命促企业发
展” 为主题， 会议全面总结回顾
了集团公司项目部 “幸福之家”
建设和员工健康关爱工作开展情
况， 评选表彰了各类工作中的先

进， 交流了工作经验， 实地观摩
了新建城际联络线项目部作为示
范点开展 “幸福之家” 建设和员
工健康关爱工作情况， 部署了新
的重点工作。

据了解 ， 中铁六局工会于
2017年8月起， 面向施工生产一
线，开始全面实施项目部“幸福之

家十个一工程”，致力于通过落实
“美化劳动工作环境、搭建建功立
业平台、丰富工地文化生活、关爱
员工身心健康、 维护员工合法权
益、构筑员工精神家园”等十项具
体举措，开创项目部“职工之家”
建设新局面， 让每一名职工都有
一个安全卫生的好环境、 一个工

作生活的好心情、 一个身心健康
的好体魄，实现体面劳动、幸福生
活、全面发展，建设职工普遍满意
的“幸福之家”。

三年来， 中铁六局工会在项
目部建设“幸福之家”和员工健康
关爱工作持续深入、不断发展，基
本实现了工程项目部的全覆盖。

中铁六局工会建职工满意的幸福之家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8日，
“平安副中心，同声筑新城”活动
在北京市城市副中心正式启动，
将通过 “我为副中心平安代言”
“平安人物榜样” 等系列活动，呼
吁更多职能部门参与其中， 共同
推动副中心建设发展。

此次活动由通州区融媒体中
心 主 办 ， 城 市 副 中 心 广 播
FM107.7承办。 其中， “我为副
中心平安代言系列”， 来自北京
城市副中心各职能部门的职工用

一句话为自己的岗位代言， 并发
出倡议 、 倡导 。 活动还将推出
“平安人物榜样系列”， 将介绍包
括通州法院、 通州检察院、 通州
公安分局等部门在内的优秀人物
代表， 讲述他们在岗位上无私奉
献的感人故事； “走近副中心系
列 ”， 将组织听众或观众代表 ，
走进各职能机构 、 文化演出场
馆、 地标性公共设施， 让市民充
分了解各职能机构的工作流程，
城市规划设计的理念、 蓝图。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由
北京市通州区总工会主办，天
津市武清区总工会和河北省廊
坊市总工会协办的 “相约在深
秋，情牵通武廊”工会青年联谊
会， 上周末在北京市通州区第
五季龙水凤港生态农场举行。

活动现场，300名单身青年
职工通过 “共筑爱巢”“最佳我
伴”“爱的转圈圈接力”“托起幸
福”“我要‘帮助’你”等游戏环
节逐渐相互熟悉起来， 还有志
愿工作者帮助嘉宾 “传情达
意”， 鼓励嘉宾勇敢展现自我，
积极寻找幸福。

据了解， 丰富多彩的现场
活动不仅使单身青年彼此之间
增加了解，还设立“通州区总工

会青年联谊会”微信交友群，让
单身青年职工可以通过线上互
动的形式继续寻友交友。同时，
活动承办方还将在活动结束

后， 组织后续的志愿、 公益活
动， 让有爱心的单身职工在公
益活动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

赵思远 摄

通州工会搭台 三地单身职工相约深秋

职职工工联联谊谊促促发发展展
在 “11·11” 来临之际 ，

为扩大单身青年职工沟通渠
道， 海淀区住建委联合房管
局， 汇集百度 、 中岩大地等
多 家 高 新 企 业 共 同 举 办 了
“爱在住建” 联谊活动。 此次
活动也是为了配合海淀区自
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 ， 帮助
多家企业列入北京市住建委
“三进两促” 帮扶企业， 给企
业带来新一轮快速发展的机
遇。 本报记者 白莹 摄影报道

西城区总工会开班培训聚焦集体协商

副中心职工开展系列活动为平安代言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发生
火情，迅速扑灭！ ”记者昨天了解
到， 东城区总工会联合区应急管
理局、 龙潭消防中队举办2019年
东城区职工安全生产培训暨消防
安全运动会。 这是东城区贯穿全
年的安全生产系列活动之一。

本次活动由机关事业单位 、
宾馆酒店、 餐饮公司、 安保物业
等上百家驻区单位组成的41支代
表队， 共计123人参加。 运动会
分观摩、 培训和实战演练三个环
节， 龙潭消防中队的官兵首先为
参赛职工开展体能拓展、 战斗服
和呼吸器穿戴、 水带连接、 灭火
器使用等方面的专业培训。 在随
后的体能赛中， 选手牢记动作要
领、 通力协作， 顺利完成了每个
比赛项目。

据了解， 今年以来， 东城区
总工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开展安全
生产网络知识竞赛活动， 共完成

在线答卷2万余份， 极大地提高
了职工安全知识储备。 面向全区
广泛开展以 “查身边隐患、 保职
工安全、 促企业发展” 为主题的
群众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活动，
最大限度的发动职工群众查找身
边的安全隐患并督促企业及时整
改。 东城区域内各街道总工会联
合街道安全科及安全员检查队对
辖区内重点企业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 员工定期培训记录、 消防
设施、 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证等进
行了检查。 万玉藻 摄

东城区安全生产系列活动贯穿全年

(上接第1版)
———推进形成关爱快递职工

工作合力。 努力推进建立与国家
邮政管理局、 快递行业协会沟通
协商机制， 定期就加强快递职工
合法权益维护工作进行沟通协
商， 形成指导意见， 推动形成合
力推进关爱工作的格局。

———最大限度地把包括农民
工在内的快递职工组织起来。 坚
持 属 地 管 理 为 主 ， 以 加 盟 网
（站） 点和农民工为重点， 进一
步推进工会组织形式、 入会方式
创新， 扩大工会对快递企业覆盖
面、 增强代表性。

———持续推进 “会站家” 一

体化建设。 积极推动 “会站家”
一体化建设由点向面拓展延伸。
明 年 ， 中 国 国 防 邮 电 工 会 拟
在 年 度预算中 ， 申请设立 “会
站家” 一体化建设专项资金， 对
快递企业 “会站家” 一体化建设
给予支持， 把暖心、 温馨、 贴心
的职工小家建在快递员身边， 让
他们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温暖。

———大力推进制度机制建
设。 总结有关经验， 积极推进以
职代会建设、 签订集体合同和劳
动争议调解为主要内容的维权机
制建设， 让广大快递职工有更多
获得感和幸福感。

又讯 在关爱快递员方面，
北京市各级工会也在发力。 北京
市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 “双11” 期间， 北京市
总工会将拿出1万元， 慰问一线
快递员工。 今年， 该工会联合会
与市快递协会签订 《北京市快递
行业2019年度劳动保护专项集体
合同》， 对职工的劳动安全教育
和培训、 劳动保护、 劳动条件改
善等方面内容达成一致， 双方共
同遵守执行。 这是北京市第一份
快递行业劳动保护集体合同， 为
维护快递行业职工的合法权益，
规范行业用工秩序， 稳定职工队
伍， 提供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