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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8月
28日， 丰台区总工会权益工作知
识讲座暨施工现场安全标准化观
摩会启动仪式在中建七局一公司
举行。 丰台区属各街乡镇园区及
行业工会主席（副主席）、负责权
益工作的工会工作者100余人参
与了本次活动。

培训会上， 北京市工会干部
学院工会理论与职工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范丽娜从民主管理与职代
会基础知识、 职工代表职责和义
务、 提案与合理化建议的确立与
撰写等方面作专题培训； 中国劳
动关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潘
泰萍从劳动保护的概念、 劳动保
护的法律依据和工会劳动保护工

作的内容等三个方面进行了介
绍； 北京常鸿律师事务所主任常
卫东对《民法典》对劳动关系的相
关规定等方面作深入浅出的讲
解， 既有法律知识普及也有案例
分析，让参加培训人员受益匪浅。

“此次培训课程设置上， 首
先从基层工会实际出发， 其次紧
贴社会热点， 《民法典》 的颁布
对劳动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
就需要我们的课程设置要捞干
的 、 讲 实 的 ， 要 ‘ 接 地 气 ’
……” 丰台区总工会权益工作部
部长王秀娟介绍。

当日下午， 与会人员走进建
筑工地， 参加施工现场安全标准
化观摩活动。在VR体验区，观摩

人员参与了操作平台倾倒、 安全
救援、灭火器演示、综合用电、安
全帽叩击、洞口坠落等项目。

“以前经常接受安全生产教
育， 但还是第一次在施工现场进
行安全标准化观摩，特别是在VR
体验区进行了安全教育项目体
验，对内心触动特别大，我们要在
今后的工作中不断筑牢安全生产
思想‘堤坝’。”丰台街道工会服务
站一名工作人员说道。

据了解， 丰台区总工会已在
微信公众号上推出 “普法微课
堂”，今后，区总工会将继续定期
推送法律解读、以案说法等内容，
继续在职工群众中营造法律知识
随时学、随地学的氛围。

丰台工会携手中建七局开启培训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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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莹） 为发
挥集体协商制度在协调劳动关系
中的重要作用， 促进劳动关系和
谐稳定， 8月27日， 北京市集体
协商竞赛初赛在北京市职工服务
中心开赛。 来自各区、 各产业工
会的35名选手参加比赛， 选手中
有企业的工会干部， 也有集体协
商指导员、 工会社会工作者等，
组成8支代表队进行了四场紧张
而精彩的比赛。

比赛中， 针对某超市销售额
负增长、 大幅压缩用工规模这一
案例背景， 参赛队两两对阵， 分
别代表企业方和职工方， 围绕工
资增幅、 女职工权益保护和技能
培训等与职工权益密切相关的议
题开展了4场别开生面的 “唇枪
舌战”。

“我是超市一名普通员工，上

有老下有小，算算通勤时间，晚上
七点半以后才能到家， 家里的孩
子怎么照顾，老人怎么赡养呢？”

“考虑到大家的困难，我们前
期主要从弹性工作制等方面进行
了初步的考量， 现在我提出来供
大家参考……” 企业方和职工方
在集体协商中，讲道理、摆事实、
动感情， 为企业决策与职工诉求
之间的冲突搭建起高效沟通的桥
梁， 精彩的辩论令现场观众连连
鼓掌。

“通过协商解决职工合理诉
求是开展集体协商的根本动力。
在推进该项工作过程中， 广大职
工既是直接受益者， 更是积极参
与者。 我们要认真倾听职工群众
的意愿和心声， 最大限度调动广
大职工参与集体协商工作的积极
性。”赛后，人社部工资收入分配

调控研究室主任王霞、 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教授郭宇强、 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老师雷晓天和工业 （国
防）工会许玉德主席四位评委，分
别围绕议题的分析挖掘、 法规政
策和数据的应用、 团队协作等方

面进行了现场点评。
参赛选手表示， 在今后推动

和参与本地区、 本企业集体协商
工作实践中， 将努力提高自己的
水平，服务职工和企业，为集体协
商机制在促进企业发展、 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贡献力量。

据市总工会权益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 各区总工会对此次竞赛
高度重视， 积极做好组织宣传发
动工作， 全市各区总工会均组队
参加了比赛。 通过举办全市集体
协商竞赛，达到了以赛代训、以赛
促学的目的， 提高了各级工会干
部和协商指导员的协商能力和水
平， 宣传了共商共建共创共享的
集体协商工作理念， 营造了深入
推进集体协商工作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 2020年全国城市工
会集体协商竞赛将于今年第四季
度举行， 届时， 在本次竞赛活动
中涌现出的16名优秀选手将进入
9月份的复赛， 最终选出6名候选
队员组队参加全国决赛。

白莹 摄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与中关村软件园企业联合工
会联合举办 “相机说 疫起努力”
网络摄影比赛， 旨在鼓励非公科
技企业和职工用镜头记录战“疫”
生活和故事。

活动自启动以来， 通过H5、
公众号、 电子屏等形式开展活动
宣传， 吸引了软件园内科技企业
职工积极踊跃线上投稿， 征集各
类摄影作品近百余份。 评审组围
绕主题内涵、 创意构图等维度综

合考量，评选出《e立方》《疫处风
景》《挡不住的青春》等9件获奖作
品和6件入围作品。此外，联想集
团等5家企业获优秀组织奖。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
示， 此次摄影比赛汇聚了一大批
有温度、有情怀、有坚守的作品，
展现了感动的人、感动的事、感动
的风采， 进一步激发软件园科技
企业职工干事创业的激情和攻坚
克难的必胜信心， 并以此鼓励他
们立足岗位、拼搏创新，为区域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中关村企业职工用镜头记录战“疫”生活

稳就业促发展构和谐 北京市集体协商竞赛开赛

工会干部围绕职工权益展开“唇枪舌战”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上周，怀柔区总工会党组
书记、副主席曹岩一行4人来到青
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总工会， 开展
对口扶贫支援工作。在此期间，怀
柔区总工会捐助10万元救助资
金， 向杂多县总工会困难职工家
庭子女、困难劳模开展帮扶救助。

在座谈会上， 双方介绍了工
会工作开展情况， 并达成共识签
订《北京市怀柔区总工会、青海省
玉树州杂多县总工会对口扶贫支
援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
《协议书》规定，由怀柔区总工会
出资， 按照杂多县总工会相关救

助政策和救助标准， 对杂多县总
工会困难职工家庭就学子女、困
难劳模， 以发放救助金形式进行
救助，计划救助学生32名，包括特
困职工家庭学生14名， 每人资助
3000元； 老弱病残无法自力困难
职工家庭学生8名，每人资助3000
元；一般困难职工家庭学生10名，
每人资助2500元；救助困难劳模3
人，每人3000元。

随后， 怀柔区总工会还慰问
了怀柔派驻挂职干部职工， 了解
他们的工作情况， 倾听他们挂职
期间个人体会， 并向他们克服困
难、 竭力为服务当地经济发展而

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走访中，怀
柔区总工会慰问了3户困难职工
家庭子女和1名劳动模范，为他们
送去了慰问信和慰问金。 全国劳
动模范加哇才仁看到北京来的
“娘家人”激动不已：“感谢党和国
家的扶贫政策， 这不仅帮助我们
劳动者坚定用勤劳和智慧建设家
乡的信心， 更让贫困地区的娃娃
们看到美好生活的希望！”

据了解， 在此次扶贫对接期
间， 曹岩还个人资助了一名困难
职工子女———青海高等职业技术
学院学生才培卓玛， 为其在未来
的求学路上给予帮助。

为困难职工家庭就学子女、困难劳模发放救助金

怀柔工会对口帮扶玉树州杂多县困难职工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酣畅淋
漓的篮球友谊赛、久违的电影院、
美味的大餐……８月28日，由北京
市快递协会和北京苏宁易购共同
举办的 “第二届北京市8·28快递
员节”在北京苏宁物流基地举行。
来自苏宁物流、 顺丰等全市10多
家企业代表和快递员共庆节日。

北京苏宁物流员工赵仕玄
说，虽然平时工作起早贪黑，但公
司为我们提供了培训、免费体检、
免费观影、春节聚餐等福利，而且
现在收入也提升了一倍还多。“很
感谢、也很珍惜有这样的机会。我
要做一名快乐的快递员， 并把快
乐传递给每一个人。” 孙妍 摄

本市“快递小哥”共庆节日传递欢乐

维权知识讲座+施工现场安全标准化观摩

8月30日， 40余位男女单身
青年职工汇聚东城雨儿胡同30号
大院内， 参加由东城区交道口街
道总工会、 妇联、 团工委联合主
办的 “遇见·心动” 单身青年联
谊会 。 活动通过一个个游戏环
节， 让男女青年职工相互了解，
尽情畅谈。

万玉藻 摄影报道

街街道道工工会会牵牵红红线线
单单身身职职工工共共联联谊谊

(上接第１版)
1958年 ， 为消除潮白河水

患、 解决京津地区水荒， 京津冀
20万建设大军会战燕山脚下， 修
建密云水库， 实现了 “一年拦洪
两年建成” 的目标。 1960年建成
后， 密云水库发挥了拦洪蓄水、
灌溉农田、 城市供水、 发电等功
能， 1985年转为主要向首都提供
生活用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 北
京市、 密云区坚持践行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 不

断创新完善保水机制举措， 实施
全方位立体化管控和保护， 确保
了首都水源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