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沟镇总工会邀书法家迎春送福

海海外外职职工工多多彩彩活活动动迎迎新新春春
上周，中铁六局海外分公司越南河内轻轨项目部举办系列文化

活动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歌声、笑声回响在越南河内项目驻地。大
家表示，2020年，每天都要给自己鼓鼓劲、加加油，用更加饱满的热
情，奋勇拼搏、砥砺前行。 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苍靖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1月
10日， 北京公交集团客四分公
司工会和客四分公司第1车队工
会联合开展了暖心箱传递启动
活动 。 装有方便袋 、 充电宝 、
糖块等应急物品的暖心箱将陆
续放置在车队的先进车组中 ，
为乘客带来更优质的乘车体验。

公交客四分公司第1车队党
支部书记梁南南介绍， 今年车
队将在深入提升服务品质上下

功夫。 “以往， 车队的每个车
组也为乘客配备了纸巾、 风油
精、 方便袋等应急物品。 但是
品种有限。 结合前期座谈会上
职工的建议， 车队将这些应急
物品做了个集合， 统一放在一
个小箱子中， 供有需要的乘客
使用。”

据了解， 每个暖心箱中会
准备20余种应急物品， 车队18
个先进车组中都会陆续配备暖

心箱。
据介绍， 近年来第1车队在

为乘客提供优质服务中推出多
项措施。 例如， 车队结合以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常洪霞
名字命名的 “洪霞创新工作
室”， 推出了手语服务、 导游式
服务等服务内容。 今年， 车队
还计划推出精准换乘服务， 通
过这些服务内容为乘客提供更
优质的乘车体验。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1
月10日，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总
工会在辖区企发大厦内开展
“新春服务送基层” 主题职工沟
通日活动， 在新春佳节来临前
夕， 为辖区企业职工送去工会
的关心和祝福。

据了解， 活动前期， 街道
总工会对沟通日工作进行宣传，
通过张贴活动通知， 吸引辖区
企业职工广泛关注。

活动现场， 和平街街道总
工会为前来咨询的职工提供细
致耐心的讲解， 提供建会咨询、

会员入会、 发放工会会员互助
服务卡、 职工之家指导等现场
服务。 同时， 为进一步了解职
工需求， 现场发放调查问卷50
份， 收集职工诉求， 以便更好
的开展基层职工服务工作。

春节前， 和平街街道总工
会还为职工准备了春联福字 、
鼠年吉祥物等新春小礼品， 烘
托新春氛围的同时， 为职工送
去工会的祝福。 当天， 活动联
合北京银行为会员职工现场办
理工会卡换卡 、 关联等业务 ，
为辖区职工提供便利服务。

活动现场， 共发放宣传折
页、 资料53份， 吸引72名辖区
企业职工踊跃热情参与， 办理
工会卡2张。

和平街街道工会主席薄述
来表示， 我们要将服务送到企
业、 送到基层、 送到职工， 缩
短职工办事的 “最后一公里”。
同时， 希望通过活动更好地联
系企业职工， 进一步掌握职工
思想动态， 心理诉求， 推广工
会的特色服务， 为新的一年职
工服务及基层工会组建工作打
下良好基础。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为更好提升工会专职社
会工作者工作能力， 找到2020年
工作发力点， 上周， 怀柔区总工
会召开专职社工2019年度考核汇
报会。

会上， 75名工会专职社会工
作者以服务站为单位， 以本职工
作内容为基础总结2019年工会工
作； 以竭诚服务职工为原则， 以
提升广大职工获得感和满 足 感
为己任 ， 展示各自工作领域的
显著成果； 以锐意改革、 勇往直
前的奋斗姿态为动力， 以创新工
作方法， 提升职工业 务技能 为
抓手 ， 畅谈如何聚力奋进新一
年， 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作用， 扎实开展工会
工作。

据怀柔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本次述职由各部室负责人
组成的考核工作组成员现场评

分， 当场统一公布成绩。 通过日
常工作考核 、 基层工会 负 责 人
推荐 、 现场述职考核打分、 考
核领导小组初评考核等次 、 党
组研究讨论确定最终优秀人选
环节完成整体考核工作 。 “自
2019年 《工会专职社会工作者考
核办法》 完善实施后， 工会专职
社会工作者考核较上一年 有 了
很大提升 ， 不管从个人的业务
工作表现还是各基层工会服务站
整体的服务水平看， 各具特色，
可圈可点。”

怀柔区总工会为专职社工考核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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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名服务朝阳的密云籍职工喜获暖心慰问品

密云朝阳两地工会牵手为环卫工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东城
区东直门街道总工会响应青年职
工需求， 搭建单身职工交流、 交
友、 择偶的平台， 11日， 邀请市
区内各企事业单位共同组织单身
青年联谊活动。

据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报名100人的活动， 来了180
名单身青年， 并且还陆续有人想
要参加。 为满足职工需要， 主办
方决定， 在第二天临时增加一场
联谊会。 “很多都是闺蜜报名 ，
听说后也跟来看一看的， 但是场
地有限 ， 确实承载不了这么多
人， 根据大家的需要， 我们决定
第二天临时增加一场。”

此次联谊活动主题为 “青春
不留白·爱要说出来”， 趣味互动
性游戏+八分钟快速约会的形
式， 让年轻人之间迅速升温。 工

会邀请专业社会组织， 带领参加
活动的青年开展了锤情与你、 爱
情大搜索、 缘来是你、 缘分对对
碰、 疯狂摇一摇、 怪异合影大比
拼、 缘分大转盘、 真情告白等游
戏。 工会还为参与活动的嘉宾准

备了精美的伴手礼， 牵手成功的
嘉宾可获得云南六天五晚双人体
验之旅， 现场互动也可直接获得
精美大礼。

当天， 有13对青年职工牵手
成功。 于佳 摄

东直门街道单身职工联谊会聚人气

寒冬送暖 工会行动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一
箱箱的米、面、油、鸡蛋等慰问物
品摆满了朝阳区环卫三队的会
议室和走廊。上周，密云区总工
会和朝阳区总工会携手慰问从
密云输送来，建设朝阳、服务朝
阳的514名环卫职工， 将党和政
府的关怀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
送到职工身边。

“我们来看望在朝阳区工作
的密云籍一线环卫工人，还带来
了密云五十万家乡人民的亲切
问候。”密云区政协副主席，区总
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何丽娟表
示，密云区是生态涵养区，全区
人民为北京天更蓝、水更绿做出
了奉献。 为支持生态涵养区发

展 ，市委市政府 出 台 了 《关 于
推 动 生 态 涵 养 区生态保护和
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 》，朝阳与
密云区建立了结对协作关系。

朝阳区环卫中心副主任李
庆珠介绍说，根据市里的统一安
排，朝阳区环卫中心到密云区多
次开展招聘。 通过双向选择，从
2017年至今已经接收了514名密
云籍职工来此工作。

“在这个大家庭里工作，我
一直觉得心情很愉悦。今天两家
工会来慰问我们一线职工，非常
高兴。” 王强是地道的密云人，
2018年来到朝阳环卫中心业务
检查队负责内勤工作，对于这次
工作机会， 他十分珍惜。“未来，

我们会继续发扬一线职工肯吃
苦、不怕累的精神，在自己的岗
位上发光发热。”

“在2020年新春佳节即将到
来之际，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
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你们身边，

诚挚表达朝阳区总工会、密云区
总工会对全体环卫一线职工的
慰问。”朝阳区政协副主席，区总
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张永新表
示，这次活动，既是一次送温暖、
送慰问的暖心之举， 也是密云、
朝阳两家总工会贯彻落实首都
城市战略定位，实现劳动力转移
的具体举措。

张永新表示，作为各位环卫
工友们的“娘家人”，朝阳区总工
会将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践行
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服务的初
心使命，通过送温暖、送慰问、打
造暖心驿站、开辟专属会员服
务等一系列服务方式， 切实提
升环卫职工们的获得感。

街道工会搭鹊桥 报名踊跃连办两场

和平街工会职工沟通日送出新春服务

公交客四工会传递暖心箱服务乘客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又热闹又喜庆 ， 年味越来越
浓了， 感谢工会为我们组织这
么有意义的活动 。” 上周 ， 房
山区长沟镇总工会邀请区域内
5名书法家在党群活动中心广
场组织开展以 “福满京城·春
贺神州” 为主题的送福活动。

活动中， 长沟镇太和庄村

鼓队手持鼓槌， 敲响了迎新春
的鼓声。 辖区内工会会员及村
民们纷纷驻足， 为响鼓和春联
佳句喝彩。 据了解， 本次活动
共计发放春联 、 福字5000副 。
会员及村民对拿到手的春联爱
不释手， 表示要在春节的时候
将书法家手写的春联和福字贴
在大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