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7
日，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总工会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之读书活动启动。 当天，
来自辖区各行业职工代表及社
区图书馆代表参与图书发放仪
式。 现场发放了红色主题、 党
史、 工会知识、 企业管理、 经
典故事、 工作励志、 心理疏导
等各类书籍1240本。

据了解， 和平街街道总工

会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之读书活动是通过送经
典书籍、 红色书籍、 励志书籍
进企业职工之家、 进社区图书
馆的方式， 让广大职工群众多
读书、 读好书。 利用企业职工
之家、 社区图书馆作为思想宣
传阵地， 树立正确舆论导向。

和平街街道工会主席薄述
来表示 ， 希望企业用好这批
书， 发挥好职工之家、 社区图

书馆、 工会图书室的作用， 使
之成为基层思想教育宣传的前
沿阵地， 让广大职工群众多读
书、 读好书， 树立正确舆论导
向。 希望通过开展主题读书活
动， 在广大职工中掀起读书热
潮， 激发爱国、 爱党、 爱家情
怀。 同时， 号召企业在职工中
广泛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分享
读书心得， 以读书分享会的形
式， 巩固学习成果。

和平街辖区职工读书活动感受初心使命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记者昨
天从延庆区总工会获悉， 今年以
来，该区总工会围绕市总、区委区
政府中心工作，创新方式，促进职
工职业能力提升。

据介绍， 依托市总工会素质
建设工程，延庆区总工会举办“助
力冬奥会筹办·促进职工素质提
升”通用能力培训班，开展“迎世
园助冬奥·讲道德促提升”公益大
讲堂系列活动，组织“迎世园盼冬
奥·强技能展风采” 岗位练兵，累

计培训1904人次。同时，延庆区总
工会还开展了“助力世园冬奥·促
进绿色发展”职业技能竞赛，涉及
医疗护理技能9项、餐饮服务5项、
书记员综合业务等9个工种19个
项目，组织近60场次竞赛，1700余
名职工报名参与。

延庆区总工会还鼓励职工在
岗学习， 针对取得北京市职业鉴
定管理中心认定的职业资格证书
的职工， 给予技师1000元、 高级
技师2000元的资金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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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上
周， 东城区委党校和红桥市场
举办了为期三天的2019年在职
劳模培训班，30余位劳模参加
学习。现场教学环节，培训班劳
模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班
的学员代表畅谈如何成为新时
代领跑者。

东城区委党校校务委员兼
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等四位老
师用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
验，为大家传道、授业、解惑。培
训班还安排了两次现场教学。

当劳模走进史家胡同博物
馆的时候， 看到的是浓缩的胡
同文化面貌， 感受到的是厚重
的人文历史底蕴。 通过参观党
建教育基地 “红桥市场党建示
范点”，劳模了解和感受了红桥
市场党建工作及40年的发展历

程。随后，还与中国劳动关系学
院劳模班的学员代表进行座谈
交流。参加培训的劳模认为，通
过这次培训， 增强了荣誉感和
责任感， 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
质， 与劳模班学员的交流让大
家对于如何更好发挥新时代劳
模作用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东城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此次劳模培训班是为弘
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和工匠
精神， 促进东城区劳模的全面
发展， 提高劳模的思想道德与
科学文化素质， 努力助其成为
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新本领的
时代领跑者。 万玉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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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家”文化品牌 设置嘉年华、集体婚礼、单身派对、好声音舞台等环节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11月10

日，缤纷盛装的中国·蓝谷洋溢着
北汽新能源职工家属的欢声笑
语。北汽新能源“蓝谷日”活动首
度盛大开幕。本届活动打造“家”
企业文化品牌， 除了来自企业内
部的300个家庭， 还邀请了经销
商、供应商、车主客户、高校学生
等共计2000余人参与。

据了解， 活动突破传统嘉年
华以娱乐为主的主题设定， 融合
了开放共享的企业文化、 创新专
注的企业风貌及十年发展成果、
前沿技术成果展示等内容， 囊括
了好玩有趣的嘉年华、 幸福浪漫
的集体婚礼、 青春热情的单身派
对、 展露才华的好声音舞台等环
节，打造出以“改革、创新、开放、

共享”为理念的大型开放日活动。
当天，以“源·爱之旅”为主题

的北汽新能源第三届青年集体婚
礼圆满举行，20对新人喜结良缘。
2019年正值北汽新能源成立10周
年 ，20对新人中不仅有10对2019
年登记结婚的新人， 还有10对从
2009年到2018年在北汽新能源工
作期间登记结婚的新人。

北汽集团、 北汽新能源党委
书记、董事长徐和谊为婚礼主婚，
对新人喜结良缘表示祝贺。他说，
北汽集团是一个拥有61年历史的
世界500强企业，也是一个关注员
工成长、充满人情味的企业，建设
幸福北汽、美好北汽是“北汽梦”
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望大家在北
汽这个大家庭里爱岗敬业、 奋斗

实干，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共同成就人生的华丽篇章， 实现
人生梦、卫蓝梦、北汽梦。 婚礼仪
式上， 还进行了北汽新能源向北
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公益捐助仪
式。 北汽新能源党委副书记游丽
将19.2万元爱心款转交至北京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钱蓉晖手
中，以婚姻之爱传递北汽“大爱”。

“蓝谷日” 嘉年华活动则以
“卫蓝向上”为题， 囊括了科技之
谷、 幸福之谷、 热情之谷、 生态
之谷、 人文之谷、 共享之谷等主
题区， 覆盖了50多个互动娱乐项
目。 呼应 “蓝谷黑科技” 标签，
在科技之谷里有全新打造的 “达
尔文小镇”，可以一站式领略前沿
科技的力量， 通过游戏互动的方

式体验到北汽新能源技术品牌
“达尔文系统”、无人驾驶、电动汽
车技术等科技成果的魅力。 MINI
动物园也被搬进了蓝谷日的生态

之谷，和小动物面对面，彩绘出喜
欢的动物， 小小鲸们现场带来的
卫蓝小天使环保秀等也成为活动
的亮点。 马超 摄

北汽新能源职工家庭乐享“蓝谷日”

近日，北京电车保修厂党
委组织全厂107名党员来到位
于金融街街道的全市首家社
区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
习。观看了两部廉洁自律纪录
片 , 参观了廉政思想文化理
论、廉政制度建设、家风家训
展示等七个部分展览。

通讯员 任媛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文涛） 近日， 中建二局一公司
上海分公司无锡中洲·崇安府项
目部联合无锡市广益街道金和社
区开展了社区便民公益活动，十
余名项目职工参加。

金和社区某些路段因人流车
辆大，使用频繁，多处地面出现破
损现象，严重影响居民出行。针对
此事， 项目管理人员在充分征求
辖区居民及无锡市广益街道金和
社区负责人的意见后， 与相关部
门申请、协调，商量修补对策，最
终成功修复了两处破损道路。

活动中，项目职工奋勇当前，
先使用电钻破除坏损道路砖块，
再用人力车从项目推来混凝土余
料重新浇筑路面， 将破损道路处
理完毕，解决了居民的“心病”。

中建二局无锡项目职工服务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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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举办在职劳模培训班
畅谈如何争做新时代领跑者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门头沟区总工会根据工作安
排， 组织开展2019年度劳模健康
体检活动。

据了解， 此次劳模体检项目
由13大项组成， 男性体检项目达
到92小项， 女性体检项目达到94
小项。 体检中心将对劳模身体状
况和体检报告进行全面深入系统

的分析， 提出个性化的健康指导
意见。体检结束后，区总工会及时
为劳模建立了个性化健康管理电
子档案， 针对每位劳模的身体状
况和健康指数进行跟踪管理。

下一步， 区总工会将继续开
展服务劳模活动， 带动全区职工
投身建设“红色门头沟”和“绿水
青山门头沟” 的工作中。

门头沟区总工会建劳模健康档案

房山区总调研指导法院法庭工会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日

前，房山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
席彭菲等一行到房山法院燕山法
庭指导调研工会工作。

彭菲一行首先参观了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和诉源治理工作宣传
展板，以及燕山法庭安检、人民调
解、食堂和综合馆等，随后调研了
职工小家、母婴关爱室、暖心驿站
的配置和使用情况。 彭菲充分肯

定了房山法院工会和燕山法庭在
职工保障方面的很多有益做法，
认为审执一线干警专心办案做好
服务的相关经验做法值得总结推
广， 区总工会也将继续支持各项
职工保障和福利工作的开展。随
后，双方就法院、人民法庭干警素
质提升、基础设施配置、福利待遇
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区总工会向
法庭赠送了文体健身器材。

电电车车保保修修党党员员
接接受受廉廉政政教教育育

延庆工会多措并举提升职工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