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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娘家人的温暖让工作干劲儿更足了”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冬

天可取暖驱寒，夏季可纳凉……
截至目前，房山区窦店镇总工会
基层工会31家职工暖心驿站全
部建立完成。 各个暖心驿站内，
配备有桌椅、医药箱、饮水机、微
波炉、 雨衣雨伞等日常生活用
品， 因需制宜为职工提供饮水、
热饭、小憩等贴心暖心服务。

在澳特舒尔公司，一间30平
方米的小屋内，沙发、茶几、储物
柜、桶装水、微波炉、暖壶、暖气、
空调等一应俱全，一进门就感受

到热气腾腾的暖意。而这样的暖
心驿站在澳特舒尔一共有三处。
“最受欢迎的是免费WIFI，有网
络，就可以收发信息，下载任何
软件也方便多了。” 职工李强告
诉记者。据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职工暖心驿站具有操作性
强、占地面积小、灵活实用等特
点，为一线员工带来生活上的便
利和精神上的关怀。

“我觉得这个暖心驿站建得
非常人性化，不仅仅多了一个活
动场所， 我们工作很累的时候，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接听
私人电话的时候，都可以到暖心
驿站进行休息。职工之家一点一
滴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公司的
人文关怀，我们的工作劲头也越
来越足了。”职工张杰高兴地说。

窦店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镇总工会要最广泛地把建
家活动覆盖到每个基层工会组
织，做到哪里有工会，哪里就有
家、有站，真正把娘家人的温暖
带到职工身边，不断增强职工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房山区窦店镇基层工会31家职工暖心驿站全部建成

燕化正邦公司慰问小分队送暖上门

昌昌平平一一线线干干警警享享““娘娘家家人人””关关爱爱
日前，昌平区总工会主席杨国昌，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王冰等来到南口派出所，为他们送去关怀和新春的慰问。据了解，
昌平分局将在春节前后，加强社会面管控，加强对大型商超和公园、
景区等大人流场所周边的巡逻防控和清理整治工作，及时发现清除
各类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为充
分发挥教职员工在学校 安 全 工
作的主力军作用 ， 提升教职工
安全技能和事故隐患排查能力，
近日， 房山区教育工会在区教育
系统开展了“安康杯”安全教育系
列活动。

据介绍， 通过参加上级部门
培训、 安全工作会、 专项学习指
导等方式 ， 房山教育工会从法
制、 交通、 消防、 卫生防病等内
容对教职工进行安全教育 。 同
时， 在学校中积极开展宣传教育
活动， 定期进行安全演练， 让学
生进行实际地操作， 加强学生的
自我防范意识。

针对山区寄宿制学校校园安
全， 房山区教育工会聘请专家为
学校进行校园安全讲座， 指导山

区学校围绕 “平安校园建设”，完
善安全制度，落实安全责任制。此
外， 房山区教育工会委托北京车
库走进全区三十多所学校， 为教
职工提供车辆免费检测服务，确
保车辆具有符合要求的外观容貌
和良好的安全性能， 确保师生安
全。并通过“安康杯”安全健康知
识网上答题活动普及安全知识。

房山区教育工会主席表示，
此次房山区教育系统“安康杯”安
全教育系列活动紧紧围绕 “劳动
保护强基础、隐患排查保安全”的
主题， 建立健全工会组织与学校
安全管理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
有力督促学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致力实现安全事故稳
中有降， 职工职业健康状况持续
改善的目标。

房山教育工会多举措把牢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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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暖心大礼包 现场办理工资卡 精心准备返乡欢送表演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爱心举措温暖返乡路

本报讯 （记者 石海芹 通讯
员 李梦楠 刘阳） “早餐可以不用
天天都吃鸡蛋 ”“土豆丝最好清
炒”“小米粥可不可以换成豆浆”
“昨天的菜有点偏咸”……中铁六
局集团丰桥桥梁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的职工们正抓住机会疯狂
“吐槽”分公司食堂。

为了提高职工在分公司的归
属感、幸福感，让职工不仅能吃得
饱，更要吃得好，北京分公司组织
成立了伙食委员管理会（简称“伙
委会”）。“伙委会” 成员由各部门
推选的职工代表、 办公室全体人
员、 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及食堂管
理员共同组成。 会议每月召开一
次， 旨在广泛听取职工对食堂的

意见， 针对实际存在的伙食问题
提出整改方案， 最后由食堂管理
员和大厨具体落实整改， 分公司
党支部书记进行督促。

最近， 北京分公司组织召开
了第一次“伙委会”，委员会成员
全部出席会议。对于这样的会议，
分公司职工表现出了很高的热
情， 在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的主持
下，参会成员畅所欲言，提出了多
条意见、建议。最终，经“伙委会”
讨论确定了5条改善意见，改善内
容涉及了菜品、种类、味道等等。

“伙委会”的成立将职工对食
堂的“吐槽”变成了改善食堂的有
效建议。 据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让职工亲自参与到食堂管

理中来， 不仅有助于提高职工的
主人翁意识， 通过考虑他们的需
求有针对性地改善食堂， 更能提
高员工在分公司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分公司充分考虑了职工的需
求，将对职工的关心落到实处，用
实际行动践行“拓展幸福空间”的
企业使命。

寒冬送暖 工会行动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1月11
日，中建三局北京公司滨然园项
目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场以
“传递津彩情，温暖返乡路”为主
题的欢送农民工兄弟春节返乡
活动火热进行。

“给俺来一副‘家和万事兴’
吧！” 来自河南省的工友林友福
一手提着暖心大礼包，一边高兴
地和志愿者说道。原来在活动现
场，中建三局北京公司不仅为工
友精心准备了坚果年货大礼包，
还邀请了当地的书法老师现场
挥毫泼墨，为农民工献上符合自
己心意的春联。

让工友们开心的是，该公司
邀请了银行职员现场为农民工

办理工资卡，年底工资一次发放
到位， 让他们开开心心过大年。
“过完正月十五， 我还会回来！”
工友刘博吃着热腾腾的饺子，笑
得合不拢嘴。

由工友和项目员工一起表
演的三句半《礼赞祖国》引起了
现场的阵阵掌声，这是中建三局
北京公司特地为工友们准备的
返乡欢送表演，歌曲、舞蹈、相声
……丰富多彩的节目轮番上演。

“公司近年来高质量的发展
离不开工友的支持与付出，我们
会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工友的
个人权益和工作生活状况。”中
建三局北京公司党委副书记、工
会主席王健说：“我们有责任有

义务让工友在企业里有归属感，
履行央企社会责任，拓展幸福空
间，企业一直在行动。”

“这是在天津第36个暖心驿
站的牌子。” 天津经理部党总支
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江

霞介绍，“天津经理部作为北京
公司在天津的分支机构，始终强
化对农民工的关怀关爱，在农民
工生活区推行工地物业化管理，
建立职工文化活动室，设置免费
WIFI，为农民工免费体检。通过
务实举措，着力改善工作、生活
环境，让他们感受‘家’的温暖。”

据悉，近年来中建三局北京
公司通过 “实事工程”“暖心工
程”“幸福工程”等，成功打造“我
要去北京”———青年建设者集体
婚礼、 建设者子女首都夏令营、
建设者父母首都行、万名农民工
免费体检等活动，真正将关爱农
民工落到了实处。

通讯员 侯利恩 吴铁楠 摄

创意“伙委会”打造职工满意食堂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公司慰问让我们感受到了融
融暖意。 感谢公司党委和工会
的关怀， 今后将一如既往地支
持公司的工作， 把工作做的越
来越好。”11日， 在新春佳节到
来之际， 北京燕化正邦公司领
导班子及相关单位领导分三组
走访慰问了部分病困职工 、骨
干职工及外埠职工家属， 把公
司的关怀和温暖及时送到职工
家中，并为他们送上了慰问品。

每到一处， 慰问小分队都
详细了解职工的工作生活情
况、 家中老人的身体及儿女的
学习情况。 北京燕化正邦公司
工会主席张筱松表示， 走访慰
问活动， 进一步了解了干部职
工的工作生活情况， 拉近了公
司与职工及家属的距离。 下一
步， 公司将继续加大对干部职
工在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
精神上的关怀， 让职工及家属
深切感受公司大家庭的温暖。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在中建二局一公司西南经理部
工会开展的 “携手筑梦 绽放西
南”新年联欢会上，西南新春爱
心集市正式开市。

在集市上，新春送福、鼠你
最强、大红灯笼高高挂三个主题
集市摊位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吸
引了党员干部和职工前来选购。
在新春送福摊位前，职工小王开
心地说：“爱心集市不仅让大家
买到心仪的新年礼品，还能为贫
困地区的学生献上一份爱心。”

此次新春爱心集市活动共
筹得5205元，经理部工会将联合
四川省总工会将全部爱心款捐

赠给阿坝州金川县马奈乡中心
小学。通讯员 陈良苹 张媛媛 摄

中建二局一公司爱心集市情暖山区学生

变职工“吐槽”为改善伙食的好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