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日， 朝阳区服务业工会依托
三级服务体系平台， 开展了疫
情期间会员服务活动。 共发放
包含洗发水、 沐浴露、 香皂、
毛巾等清洁用品的 “夏凉包”
5000余份， 为职工送去了清凉
和 “娘家人” 的慰问。

据了解， 朝阳区服务业工
会将 “夏凉包” 直接配送至各

基层工会， 由基层工会结合实
际采取便捷灵活的方式发放，
并合理安排领取人数， 做好发
放场地清洁消毒通风、 保持社
交距离、 科学佩戴口罩等防控
措施。活动开始不到二十分钟，
所有“清凉包”就被预定一空。
朝阳区服务业工会还接到了很
多职工的入会申请， 希望能够
成为工会组织中的一员。

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活
动严格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避免人员聚集，送服务到基
层，为职工领取提供了便利，也
促进了职工入会和工会卡办
理。今后，区服务业工会将继续
深化“工会服务年”建设，发挥
网上工会、智慧工会效能，努力
打造普惠制、特色服务品牌，做
好职工服务工作。

朝阳服务业工会送出5000余份“夏凉包”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穆晓旭） 近日，昌平区阳坊镇
总工会以“抗疫情、保安全、助生
产”为主题，组织镇域内30余家企
业开展“安康杯”安全生产应急演
练活动。

在北京陆平电气公司， 演练
活动在一场宿舍着火的模拟逃生
中开始。 拉响警报后， 应急消防
救援团队指挥员即刻指挥职工从
宿舍安全逃离火灾现场， 并在疏
散过程中演示了如何灭火、 救助
和转运伤员。 演练结束后， 指挥

员兵分四组， 通过搭建体验区，
细心教授、 指导大家正确心肺复
苏、 急救包扎、 烟雾逃生以及灭
火的技巧。

此次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活动
是由昌平区总工会、 区应急管理
局主办。 昌平区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 演练活动旨在以直接参
与体验的方式， 提升职工应急处
理和协调作战能力， 提高企业安
全管理水平， 减少工伤事故的发
生， 为企业建立安全运行的防御
体系，促进企业安全复工复产。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不但
有现场授课， 还同时开设7个视
频分会场， 以更广泛地持续提升
职工队伍素质， 打造学习型、 创
新型、 开放型、 服务型事业部。
近日， 北京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
承包部举办职工素质讲堂开班仪
式， 邀请到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
协会会长， 北京建工集团原总工
程师冯跃和北京建工集团原质量
总监刘爱玲亲临现场并讲授第一
课。 集团京内领导班子成员、 各
部室负责人、 京内外项目经理部
班子成员和业务骨干共计100余
人参加。

课上，冯跃围绕“创建精品之
思考”，对如何落实集团精益建造

要求、创建精品工程中的“人、材、
物”重要性的认识、创建精品工程
的实例分析等方面进行深入剖
析， 并希望新一代北京建工人以
“稳实勤准，严细学思，精研争创”
的工作态度， 珍惜企业提供的宝
贵平台，践行“建楼育人”的企业
宗旨。刘爱玲围绕“创国家优质工
程奖”，结合多年来的优秀创优工
作经验及创优评审经历， 通过对
创建国家优质工程奖的条件依据
及重点流程进行讲解，达到“先谋
后施、过程精品、一次成优”的创
优创奖目的。

职工表示， 两位老师的讲座
接地气、生动实用、内容详实，具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深受启发。

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部素质讲堂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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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艺 ） 近
日 ， 永定河流域投资有 限 公 司
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办法和公
司 《企业年金方案》 《企业年金
方案实施细则》 《企业年金管理
办法》 等。

会上， 选举产生了职工代表
大会民主评议委员会、 提案审查
委员会、 生活福利委员会3个专
门工作委员会。 会议期间， 与会
代表进行热烈讨论， 大家积极建

言献策。 公司党总支书记、 董事
长孙国升指出， 作为股权多元化
的新业态国有企业， 员工来自五
湖四海， 首届职代会的召开， 标
志着公司组织机构与职能不断健
全， 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不断增强。 今后要继续宣
传发动职工， 凝聚改革发展的思
想共识， 共同把永定河治理好、
维护好、 经营好。 要关爱培养职
工， 把公司管理的要求变为服务
职工的自觉行动， 提升职工对公
司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永定河流域投资公司增强职工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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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特色服务项目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近
日，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
藏经阁收藏品文化交流中心唐
卡画师指导陈飞向奋战在抗疫
一线的社区工作者送去清凉饮
料，为疫情防控贡献一份力量，
支援基层抗疫工作。 石景山区
总工会副主席聂纪军、 八角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明常红出席此
次慰问活动。

据了解， 在这场抗击疫情

斗争中， 陈飞多次慷慨捐资支
援基层抗疫， 为启迪冰雪运动
世界核酸检测中心和北京国
际雕塑公园核酸检测中心一线
医护人员送去慰问物资， 向首
师大附属苹果园中学捐赠纯
净 水和消毒液 ， 助力母校战
“疫”工作。他表示：“现在正是
我回报社会的时候， 我愿意为
抗击疫情尽一点绵薄之力，也
希望我的行动能带动更多爱心

人士投入到防控疫情的公益行
动中。”

聂纪军表示：“感谢陈飞为
社区工作人员送来慰问物资，
区总工会将积极搭建社会公益
活动平台， 引导劳模自觉承担
社会责任， 参与公益事业， 同
时区总工会也将继续发挥工会
组织桥梁和纽带作用， 团结职
工群众凝聚精气神、 汇集力量
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近
日，密云区总工会2020年“关爱
职工，夏送清凉”活动慰问团再
次出发，他们带着包含冰糖、香
皂、 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
资的“清凉包”，对工作在疫情
防控一线、企业生产一线、旅游
企业和旅游合作社工作一线的
1808名职工进行了慰问。

据了解，此次慰问活动由
密云区委常委 、 常务副区长
杨珊，区政协副主席、区总工会
党组书记、主席何丽娟带队。他

们先后前往北京康辰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厚成泰克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 密云区卫生健
康委员会、 北京玫瑰情园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金樱谷农
业专业合作社， 为在那里积极
参与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
的一线职工送上 “清凉包”，以
表慰问。每到一处，领导都详细
了解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关心
和关注职工岗位防暑降温工作
安排。

“感谢每一位奋斗在岗位

一线的广大职工。” 杨珊表示，
这份清凉包既包含了党和政府
的关心与关爱，也包含了“娘家
人”的温暖，希望职工继续坚守
岗位，为企业发展多做贡献。

了解到因受疫情影响乡村
旅游业发展艰难后， 何丽娟表
示：“将充分利用工会组织服务
网庞大的资源优势， 搭建有效
平台， 在打造密云工会特色服
务项目的同时， 助力相关企业
积极复工复产， 助力乡村旅游
行业重获盎然生机。”

密云“送清凉”慰问团关爱一线职工

一线送清凉 工会在行动

石景山工会携手劳模赴抗疫一线慰问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
员 于兰） 近日，西城区德胜街
道总工会启动了以 “清凉饮品
表关爱 丝丝凉意暖人心”为主
题的“送清凉”活动，“瞄准”社
区防疫一线工作人员， 将一箱
箱牛奶、饮料送到他们手中。

据介绍， 目前正值伏天，
气温炎热 ， 疫情依然没有结
束。 德胜街道所有防控一线工
作人员仍旧全力以赴， 24小时
轮换坚守在各楼、 院、 胡同以
及单位大门处。 为了感谢他们

的辛勤付出， 缓解他们在值守
中的焦虑和压力， 同时为他们
补充营养、 消暑解渴， 街道总
工会开展了此次 “送清凉” 活
动。 据悉， 街道总工会投入近
5万元， 购置了742箱饮品， 发
放给了20个社区的371名防疫
一线社工。

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
祥表示， 希望此次活动能让那
些在社区值守的防疫一线人员
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爱， 以更
加饱满的状态投入到疫情防控

工作中。 接下来， 工会还将继
续开展 “送清凉” 活动， 并重
点普惠防疫一线人员、 户外劳
动者等。

德胜工会送清凉“瞄准”防疫一线人员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歌 ） 为帮助员工强化自我表
达，发掘内在潜能，近日，北京金
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举办了 “发现独特的你———自我
探索”团体辅导活动。

活动中，轻松有趣的“你抓我
逃” 等暖身小游戏打破了彼此之
间的拘谨。随后的“记忆叠罗汉”
活动，不仅增进了彼此的了解，还
考察了自身的记忆力。 在 “手指
树”环节，大家以手作为主干，手
指作为树枝， 难忘的事情作为果
实，并在手指上写下自己的特点，
让大家认识自我， 认真探索自己

的优势与不足。“优点轰炸” 活动
使大家增强了自信， 并且在如何
更好地发现他人优点方面得到了
启发。最后，大家一起“绘制人生
曲线图”，真诚袒露自我，认真倾
听，相互分享，感受最好的自己。

“原来我还有这么多的优点”
“太棒了！ 难得同事这么了解我”
“我以后会更加自信，做更好的自
己” ……现场满是颇感意外的惊
喜和发自内心的感叹。 据公司工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这次活
动， 员工们又掌握了一些认知自
我的方法和维度， 达到了帮助员
工更好成长的目的。

金第公司工会团体活动帮员工提升自我

首发集团工会暑期“送清
凉”活动自开展以来，通过实
实在在的关心关爱，把“娘家
人” 的问候送到职工的心坎
上。连日来，集团领导班子成
员分别深入基层，走访慰问奋
战在高温一线的职工，主动关
心职工诉求， 了解生活状况，
叮嘱大家做好个人防护和防
暑降温， 并为他们送去慰问
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本报记者 白莹 摄影报道

夏夏送送清清凉凉
问问需需一一线线

阳坊镇工会消防演练助力企业安全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