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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记者9
月 9日 从 全 国 总 工 会 了 解 到 ，
2020年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图书配
送目录已经确定， 其中新增不少
抗疫相关书籍， 包括针对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 心理疏导的权威普
及读物， 以及讴歌一线医护人员
和科研人员、 展现广大党员干部
和社会各界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
优秀作品。 扛起 “工” 字责任、

以阅读助力抗疫， 成为今年职工
书屋建设工作的一大亮点。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打响以来， 全国工会职工
书屋第一时间发起电子图书免费
阅读、 全国职工新冠肺炎防控知
识竞答、 向湖北及抗疫一线企业
赠送防疫图书 、 “抗击疫情 防
控有我” 主题系列征集、 向援鄂
返京医护人员赠书赠阅读卡， 以

及 “中国工人杯” 全国职工读书
知识竞赛等活动， 线上线下同助
力疫情防控之战， 充分展现了全
国上下亿万职工众志成城抗击疫
情的精神面貌和强大力量。

今年，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将
为800家新建全国总工会命名职
工书屋、 2000家已建全国总工会
命名职工书屋、 2000个便利型职
工阅读站点和3000名劳模配送图

书， 计划于11月底前陆续完成图
书调拨、 采购和配送工作。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是中华全
国总工会自2008年开始倡导和
实 施 的 一 项 全 国 职 工普惠工
程， 迄今已建成全国工会职工书
屋示范点上万家， 带动各地工会
建成职工书屋10余万家， 覆盖职
工6000多万人。 全国工会电子职
工书屋建成5年来， 已经普惠职

工1300余万人。 据了解， 为充分
发挥职工书屋思想政治引领和公
共文化服务职能， 今年图书目录
的筛选历经初审、 专家评审、 全
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领导小组审
定等多个环节， 确定配送的图书
涵盖20余个主要门类， 结合主旋
律阅读学习热点和广大职工工作
生活场景， 满足职工各方面阅读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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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抗疫相关书籍 11月底前完成配送等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通
讯员 张孝前） 近日，门头沟区
城管执法局工会召开了生活垃
圾分类动员会，学习《北京市垃
圾分类管理条例》，开展“垃圾
分类职工先行”宣讲活动，以提
高工会会员对垃圾分类的知晓
率、参与率和正确投放率。

会上， 局工会结合垃圾分
类标准、 法规处罚标准进行了
详细的介绍， 倡导大家让垃圾

分类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文明
自觉和“新时尚”，使绿色发展、
低碳生活方式在全社会蔚然成
风， 一起擦亮 “绿水青山门头
沟”城市品牌。 同时，发动全局
工会会员积极到所在社区参加
垃圾分类“桶前值守”行动，共
同推动生活垃圾分类落实。

据悉，截至目前，门头沟城
管执法部门共出动4650人次开
展垃圾分类专项检查， 共检查

社会单位3919个， 检查居住小
区1610个 ， 发现问题单位183
家、问题361处，共立案221起 、
警告14起。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工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 城管执法部
门将积极参与社区 “桶前值
守”，动员工会会员成为“桶前
值守”志愿者，化身垃圾分类宣
传员， 引导公众养成垃圾分类
的良好习惯。

门头沟城管局职工担当垃圾分类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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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努力力建建设设和和谐谐宜宜居居美美丽丽家家园园

昨天， 石景山区鲁谷街道工
会组织 “老街坊 ” 志愿者 “光
盘” 倡导队， 走进社区指导辖区
餐饮企业和居民积极参与文明餐
桌创建活动 。 社区居民踊跃在
“光盘行动承诺书” 上签下了自
己的名字。 随后， 大家走进辖区
商铺逐户宣传， 发放由居民手绘
的 “光盘行动” 倡议书， 提醒消
费者按需按量购买。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通讯
员 刘艳华 ） “垃圾分类有什
么好处？ “节约粮食的正确行
为有哪些？” 北京建筑大学校
工会近日通过微信推文、 知识
问卷等形式， 先后举办了5次
垃圾分类等环保主题活动， 覆

盖教职工及家属约15000人。
北京建筑大学工会按照

“全响应、全落实、全覆盖”的工
作要求， 与后勤管理处协同合
作， 通过多种形式向教职工开
展垃圾分类、节能环保、勤俭节
约等主题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参与职工志愿者150余人，覆盖
教职工及家属约15000人。

北建大工会同时向全校师
生发出倡议： “从我做起， 争
当垃圾分类参与者、 争做厉行
节约的倡导者、 争当美丽校园
建设者”。

北建大工会环保活动覆盖1.5万职工和家属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北京公交集团客三分公司
工会组织开展设置垃圾分类文
明监督员、发放倡议书、举办线
上知识竞赛、 组织主题征文评
选、 组织专题动员等5项活动，
向职工宣传垃圾分类。

活动中， 客三分公司工会
聘请北京市劳动模范、456路驾

驶员张聆琳担任宣传大使，各
车队工会主席为本单位 “垃圾
分类文明监督员”， 并发放了
“公交职工在行动、垃圾分类我
先行”倡议书。 同时，分公司工
会利用宣传栏、电视、职工微信
群宣传垃圾分类理念。

据了解 ，8月14日至9月30
日期间， 分公司工会将组织职

工参加“生活垃圾分类”线上知
识竞赛，通过线上知识竞赛，普
及垃圾分类小常识；开展“垃圾
分类我先行、争当环保好职工”
主题征文评选活动； 组织一次
垃圾分类专题动员； 通过张贴
市总工会宣传海报、 开展专项
培训， 引导职工养成垃圾分类
的习惯。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近
日， 北京京房国鑫物资有限责任
公司党总支 、 工会开展了 “助
学·筑梦·铸人” 捐资助学活动。

此次活动共资助困难大学
生 26人， 资助金额20.8万元。 受
资助大学生分别来自良乡中学、
北京四中房山分校 、 周口店中
学、 北师大良乡附属中学和交道
中学。

捐助仪式上， 京房国鑫公司

领导与受助学生深入交流， 了解
他们目前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鼓
励同学们勇敢面对困难， 永葆进
取之心。 受助学生代表表示， 会
继续勤奋学习， 怀着感恩的心，
励志人生 ， 以实际行动回报他
人、 回报社会。

据京房国鑫公司工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 今后， 该公司将继续
进行捐资助学活动， 把爱心传递
下去。

京房国鑫公司爱心资助26名贫困大学生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9月9
日， 房山区天云无障碍援助中心
迎来了中建二局装饰公司 “建
证·攻坚党员服务队”。 他们与特
教教师代表结成 “心灵帮扶对
子”， 为特教老师献花， 与特教
老师互动学习手语歌曲， 并为特
教老师送来鸡蛋、 油、 蔬菜、 大
米、 牛奶等慰问品。

“感恩老师， 祝老师节日快
乐 ！” 在 “建证·攻坚党员服务
队” 队员的帮助下， 一名小朋友
用彩笔画了一个礼物， 并写下了
这句话。

“感谢中建二局装饰公司为
老师送来慰问品， 让我们感受到
了当特教老师的尊严。” 手捧鲜

花， 天云康复中心负责人全贵云
激动地说。

中建二局装饰公司党委副书
记、 工会主席、 纪委书记王富江
说：“在这里， 我不仅能感受到桃
李满天下的芬芳， 还能感受到面
对特殊儿童， 特教老师们的无怨
无悔。 ” 马超 摄

中建二局党员服务队爱心送进特教中心

2020年全国工会职工书屋配送书目出炉

““光光盘盘””承承诺诺

公交客三工会五项活动宣传垃圾分类
(上接第１版) 薛其坤还在钛酸锶
衬底上的单层铁硒薄膜中观察到
了远超体相材料的超导转变温
度， 在高温超导领域产生了重大
影响。

胡伟武是著名的计算机领域
专家， 任龙芯中科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是我国第一颗通用处理
器龙芯的总设计师。 他坚持自主
研发， 主持研制成功了龙芯系列
芯片 ， 实现了我国CPU关键技
术的突破 ， 并已应用于电子政
务、 工业控制等国家信息基础设
施关键领域 。 基于龙芯CPU带
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有力促

进了我国自主可控的信息技术体
系和产业生态的形成。

同时， 2019年北京市科学技
术奖首次分设自然科学奖、 技术
发明奖 、 科学技术进步奖 ， 共
154项成果获奖。 包括自然科学
奖15项， 其中一等奖5项， 二等
奖10项； 技术发明奖12项， 其中
一等奖6项， 二等奖6项； 科学技
术进步奖127项 ， 其中特等奖1
项， 一等奖33项， 二等奖93项。
这些获奖成果服务创新型国家建
设， 支撑北京高质量发展， 为北
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积蓄了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