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日， 朝阳区高新技术产业工
会结合消费扶贫， 开展 “送清
凉” 活动， 选取朝阳区扶贫协
作和对口支援的河北省张家口
市康保县生产的袋装绿豆作为
清凉慰问品。

朝阳区高新技术产业工会
主席侯雪峰带领工作人员陆续
前往34家基层单位， 为在夏季
期间高温环境作业及户外作业
的职工送去8238袋绿豆， 慰问
职工2746人。

普及政策法规 开展承诺活动 征集问题建议 评选优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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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送清凉 工会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7月
29日， 密云区 “我做垃圾分类好
职工” 活动启动仪式在果园街道
文化广场举行。 该活动系密云区
总工会以各基层工会为依托， 在
全区广大职工中开展 “垃圾分
类， 职工先行” 系列活动中的一
项。 活动以 “我做垃圾分类好职
工 ” 为主题 ， 将动员全区5.5万
余职工群众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发
挥主力军作用。

活动现场， 密云区总工会向

全区职工发出倡议， 号召广大职
工做垃圾分类的先行者 、 推动
者、 宣讲者、 实践者。 参加活动
的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在承诺墙
上郑重签名， 表示要充分发挥带
头作用， 率先垂范， 争做垃圾分
类好职工。

据悉， “垃圾分类， 职工先
行” 系列活动即日启动， 分四个
阶段开展。 第一阶段， 全区各级
工会组织将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等
形式在职工群众中普及 《北京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居民家庭
生活垃圾分类指引》 等相关政策
法规及垃圾分类知识， 提高职工
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 并在 “密
云工会” 微信公众号组织有奖答
题活动。 第二阶段， 组织开展垃
圾分类承诺活动， 通过一句话、
一个视频、 签订一份承诺书等形
式， 在工作群、 朋友圈等进行分
享。 第三阶段， 各直属工会将征
集广大职工在垃圾分类中的好做
法、 变废为宝小物件、 垃圾分类

小发明和所得所感、 问题建议，
调动职工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
极性 ， 让垃圾分类工作深入人
心， 变成职工群众的自觉行动。
第四阶段， 将对前三阶段活动进

行总结 ， 评选 “垃圾分类好职
工” 以及优秀组织单位。

活动当天， 密云区各直属工
会主席及职工代表共计百余人参
加启动仪式。

密云工会启动“我做垃圾分类好职工”活动

投递员收到工会专属保温壶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随
着气温的升高， 北京市邮政公
司副总经理、 工会主席王艳来
到朝阳邮政水碓子投递部， 为
一线投递员发放大容量保温
壶、 夏季养生谷物。

此次市邮政公司工会送来
的保温壶可谓是邮政人的专属

壶， 每一个保温暖壶身上都印
有“中国邮政”字样及标志，让
每一名投递员都感受到了自我
归属感与幸福感， 丰富的夏季
养生解暑谷物更是贴心。

慰问中， 王艳细致地了解
了投递员最近的工作情况， 对
在疫情期间、 烈日下始终坚守

岗位的所有一线职工表达了真
挚的感谢， 并亲切叮嘱大家一
定要注意防暑补水、 遵守各项
安全生产规定， 确保劳动安全
和身体健康。 职工们纷纷感谢
市邮政公司领导、 工会部门一
系列的 “送清凉、 送健康、 送
关怀” 慰问活动。

■工会干部下沉日记

北京市总工会办公室干部 郭维荣

我为抗疫作贡献

我作为市总工会的机关干
部， 下沉到一线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有些自豪、有些紧张，还有些
忐忑。自豪的是，疫情来临，我可
以为社会作更多的贡献； 紧张的
是，疫情的复杂超乎我的想象，我
们对病毒的认知还远远不够；忐
忑的是，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
这项对我来说全新的工作。 但作
为下沉工作组里的老大姐， 我一
定要起到带头表率作用， 切实担
负起党员干部应当承担的责任。

我们下沉到通州区台湖镇胡
家垡村， 这个村子是典型的人口
倒挂村， 外来人口明显多于本地
居民，据我几天的观察，这里的情
况可以概括为“三多”：人口多，常
住居民有近6000余人， 外来人口
居多；车辆多，村内停留2000余辆
车，乱停乱放现象时有发生，需要
进一步加强管理，规范停放；商户
多， 村里有大小商家200余家，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 大部

分都复商复市了， 必须进一步严
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我们下沉
干部刚一到村， 就迅速投入到疫
情防控工作中， 我们在卡口值守
认真负责， 我们在村内巡逻查找
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我们办理
出入证进一步规范数据填报。

这次疫情给我们敲响了警
钟，必须讲文明、爱卫生、树新风，
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我们下沉
工作组和村党支部共同组织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村里老党员、老干
部、积极分子30余人，冒着酷暑，
打扫村内主要街道， 捡拾白色垃
圾， 大家用实际行动引导广大村
民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下沉到村里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我决心要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把我
自己的工作做好， 真正做到人下
沉、心下沉，最后还要把我的汗水
和努力留在这个美丽的村庄，迎
接疫情防控最终的胜利。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由北京公交集团第二保修分
公司工会、 团委牵头， 侯兴光创
新工作室和孟宪楠青年创新工作
站编写的 《疑难杂症工具书》 正
式发布。

据了解 ， 《疑难杂症工具
书》 是根据日常维修保养中经常
出现的故障问题和维修难点梳理
总结的一本书籍。 该书共收集41
个维修难点 ， 包括了7种车型 、

31个重点零部件， 这些内容全部
来自一线保修工的日常积累。

在该书的编写过程中， 侯兴
光和孟宪楠两位业务能手对每个
“疑难杂症” 的排查过程以及维
修步骤进行了反复推敲、 校对和
实验， 确保了录入内容的准确性
和可操作性。 同时， 该书还创新
设置了保修工修理时的心得感
受， 为其他保修工在维修同类型
故障时提供更多的参考。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于佳慧 ） 记者昨天获悉 ， 为
保障旅客安全出行， 做好降雨天
气下航班保障工作， 首都机场安
保公司工会积极开展防汛安全教
育， 提高职工防范意识。

安全防汛期间， 首都机场安
保公司工会高度重视防汛安全教
育， 通过科例会、 分队会、 班前
会、 班务会、 视频会议等多种形
式展开， 以不断增强职工岗位责

任意识 。 当降雨天气来临的时
候 ， 要求职工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 提示职工按要求穿着雨衣雨
鞋， 严格落实职业健康防护用品
佩戴管理办法。 同时， 要求各部
门管理人员加强 “走动式管理”，
提示机场内驾驶员减速慢行， 确
保汛期行驶安全。

另外， 工会部门还对办公场
所及职工住宿环境进行安全大检
查， 特别针对漏雨和用电情况进

行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彻
底消除安全隐患。

公交业务能手编写《疑难杂症工具书》

首都机场安保公司工会开展防汛教育

深深入入实实施施垃垃圾圾分分类类和和物物业业管管理理两两个个《《条条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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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高新工会采购扶贫产品“送清凉”

(上接第１版)
在保就业方面， 健全就业形

势监测预警机制， 大力开展 “以
训稳岗 ” 职业技能培训 ， 落实
“以工代训 ” 支持政策 ； 建立
“互联网+就业 ” 工作平台 ， 鼓
励 “共享用工 ” “兼职配送 ”
“临时客服” 等灵活就业新模式；
发挥 “双创 ” 对保就业支撑作
用， 推进大学生创业服务平台、
大学生创业板与创业孵化机构合
作， 提升创业服务市场化、 专业
化水平； 将市区两级事业单位招
聘高校毕业生比例提高到80%，
开发更多优质见习岗位， 实施基
层成长计划， 确保北京生源毕业
生就业率不低于95%； 加强就业
困难人员援助， 提供更多公益性
岗位，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尽可能

吸纳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下半年本市将不断优化新消

费供给。 以线上消费弥补线下消
费不足， 继续办好北京消费季线
上活动， 推动商场、 商圈加快数
字化转型， 鼓励引导商场、 商户
更多通过直播带货、 反向定制、
预约经济、 无接触配送等新型消
费方式， 激发消费潜力。

此外， 着力保障重点群体基
本生活。 聚焦边缘户、 返低风险
户开展低收入农户帮扶工作， 建
立监测预警机制 ， 确保稳定脱
低。 完善困难群众数据库， 开展
动态监测和信息预警， 提升主动
发现、 主动救助的及时性、 有效
性。 落实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强化
兜底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