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
日， 朝阳区医疗卫生工会开展了
以 “铸就医护仁心， 锻造美好生
活” 为主题的摄影活动， 用镜头
记录下抗疫一线的感人画面。 各
直属、 非公医疗机构接到通知后
积极参与 ， 共有59家单位上交
245幅摄影作品。

照片中记录了从严寒到酷
暑， 坚守岗位的医务人员穿着密
不透风的防护服， 在恶劣环境下
连续奋战多个小时， 镜头中那些
被汗水洗过的衣服、 模糊的护目
镜、 席地而卧的场面令人动容。

据区医疗卫生工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 在这场特殊的战 “疫”
中， 白衣战士用生命诠释了何为
医者仁心， 为阻断疫情传播尽着
最大努力， 他们筑起了一道坚不
可摧的生命防线。

朝阳医卫系统职工用镜头记录抗疫

11日， 北京市第二届第九套
广播体操展示大赛在地坛体育馆
举办， 吸引了市直单位干部、 企
事业职工代表等共40支队伍600
余人参赛。 本次大赛以第九套广
播体操为比赛项目， 队员规范有
力的动作将 “力” 与 “美” 完美
融合， 展现出新时代奋斗者的精
气神。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广播操大赛
展示“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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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莹） 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 切实加强民法典的学
习宣传贯彻工作， 9月11日下午，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举行学习 （扩大） 会， 邀请中
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
于飞教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专题辅导报告。

讲座中， 于飞从民法典的编
纂历程、 民法典的基本内容、 为

什么是民法 “典”、 民法典的伟
大意义四个方面， 作了一堂内容
丰富、 深入浅出的辅导报告。 与
会工会干部认为， 辅导报告既有
理论概括， 又有实践内涵， 对充
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
义 ， 了解掌握民法典的主要内
容， 特别是对运用好民法典， 推
进职工维权服务、 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等工作，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和指导性。

会议要求， 工会组织作为职
工的“娘家人”，必须坚持首善标
准， 做好民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
彻实施工作。要深学深悟，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 深刻认识到民法典对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 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
对深化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

对完善首都治理体系、 提升依法
治理效能的重大意义， 认识到学
习贯彻民法典也是工会组织切实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的内在需要， 是工会助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途径。要争做表率，工
会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 把掌握
运用民法典作为履行自身职责、
做好职工群众工作、 推动工会改
革创新的必备能力、必需本领，着

力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职工权
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的能力和水平，争做学习、遵
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做到知法
守法、学法用法，推动和谐劳动关
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北京市总工会领导班子成
员， 其他局级干部， 机关副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 各直属事业单位
领导班子成员， 各协会负责人参
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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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为贯
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意见》 以及全国总工会 《关
于在全面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中
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的指导意
见》， 在全社会倡导马克思主义
劳动观 ， 学习优秀传统劳动文
化， 践行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由全国总工会兼职副
主席郭明义、巨晓林、高凤林联袂
主编的《劳动教育箴言 》，日前已
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

据介绍，《劳动教育箴言》一
书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与中国工
人出版社联合策划出版。 作为第
一部系统、 全面整理劳动教育箴
言的著作， 该书整理收录了中外

哲学家、教育家、革命家、科学家、
诗人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模
范、 大国工匠等先进人物的教育
格言、经典语句，旨在引导大中小
学生和广大职工群众能够坚定理
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不断加强
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
斗精神， 进而促进青少年以及职
工群众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本报讯（记者 马超） 太平人
寿北京分公司近日完成首个 “最
美太平人” 工作室———薛东红工
作室的创建。该工作室以“中国金
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平谷支
公司续期负责人薛东红命名。

太平人寿中心城市区域总监
兼北京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
王平表示，创建“最美太平人”工
作室， 是工会组织深化和提升群

众性创新活动的重要举措， 希望
工会培育典型、总结经验，注重标
杆作用的发挥，不断提高“最美太
平人”工作室的功能和水平。

公司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李
兵介绍，“最美太平人” 工作室是
由公司的各级劳模、 先进工作者
和创新带头人领衔， 围绕公司中
心任务和业务重点、难点问题，发
挥劳模业务专长和优势， 通过开

展学习培训、业务攻关、新技术应
用等活动，带动员工同成长、共进
步、学劳模的实训基地。

据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北京分公司工会将与工作室
共同努力， 将其打造成弘扬劳模
精神的 “种子站”， 职工成长的
“大课堂 ”， 业务创新的 “孵化
器”， 成果转化的 “加油站”， 不
断提高员工创新意识。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北京公交警方联合北京市急
救中心、 红十字会举办现场急救
培训班。 总队32个派出所和职能
部门共计48名干警职工参加了第
一期培训班。

培训内容包括理论知识讲授
和急救实践操作两个方面。 培训
中， 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专
业辅导医护人员言传身教， 以通
俗易懂的方式详细讲解了心肺复
苏、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常见急
症和意外伤害的救护原理及技术
手段，同时介绍了急救的原则、目

的、程序、自我保护等诸多方面的
理论知识， 还与学员们进行互动
交流，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全体
参训学员在医生的指导下， 逐一
进行心肺复苏现场模拟实操演练
和考试，取得了专业证书。

公交警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急救培训针对性强， 大家通过专
业、规范、严谨的培训，掌握了基
本急救、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
能够确保现场民警在第一时间应
对和处置各种突发身体状况，为
有效应对相关的一些突发事件提
供了保障。 闫长禄 摄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从北京公交集团有轨电车公司工
会西郊线分公司工会了解到， 近
日， 该分会再次对职工婚育慰问
品选购进行升级， 制作了慰问礼
品意向册， 为职工提供更多可选
的种类。

据了解， 有轨电车西郊线分
公司自成立以来十分注重保障职
工权利， 一直把婚育慰问作为工
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今年1
月， 分公司工会决定重新选定婚

育慰问礼品 ， 通过听取职工建
议， 最终确定礼品为定制的酸枣
木碗筷套装。

据分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公司职工平均年龄为31岁，
考虑到大多数职工处于婚育年
龄， 该工会再次将慰问升级。 除
去为职工送去酸枣木碗筷套装
外， 还为每位职工定制了专属的
祝福语。 通过定制礼品和手写祝
福语的人性化服务， 提高职工的
幸福感。

公交有轨电车职工享受“升级”版慰问

坚持首善标准 做好民法典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工作

北京太平人寿创建“最美太平人”工作室

发挥工会组织优势 助推劳动教育入心

《劳动教育箴言》出版

由公司劳模和创新带头人等领衔 开展培训和业务攻关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第14
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颁奖会上周
在京举行， 230个项目获发明创
新奖。 其中， 解决社会热点问题
的优秀成果、 来自生产实践的职
工创新、 源于百姓生活的巧妙创
意成获奖项目亮点。

第14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自
2019年7月19日拉开序幕， 共有
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的2095
个项目参与了网上报名。 通过初

赛、 复赛、 决赛、 公示等多个环
节， 最终评选出发明创新奖230
项。 其中， 特等奖1项、 金奖20
项、 银奖70项、 铜奖139项。

本次大赛参赛者包括企事业
单位、青少年、一线职工和退休人
员。参赛项目涉及材料领域、电子
信息领域、机械制造与自动化、能
源环保、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社
会事业等多个技术领域。 值得一
提的是， 本届大赛参赛项目中有

来自生产实践一线职工的创新发
明，如：油桶放置平台自动倾斜装
置、 可供氧及吸引的气管插管装
置、摩擦力教学演示装置、移动警
务终端外壳、 燃气管道带气开孔
自动化可视化技术设备等项目，
成为此次大赛获奖项目的亮点。

北京发明创新大赛是在北京
市科委、市总工会支持下，由北京
发明协会向全社会推出的公益性
科技活动。

生产实践一线职工创新发明成为奖项亮点
第14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落幕

北京公交干警职工学自救互救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