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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张强） 近
日， 北京公交保修分公司电车保
修厂组织开展了2020年 “好书伴
成长” ———为新疆和田地区中小
学生捐赠图书活动。

据了解， 电车保修厂党工团
积极响应号召， 多方位开展活动
的宣传和引导， 利用微信群等通
讯形式发动干部职工奉献爱心，
特别是鼓励青年职工将家中的闲
置书籍捐献出来， 为新疆和田地
区的中小学生献出一份爱心， 共
同为渴望学习的孩子们搭建知识
的桥梁， 助他们早日成才。

活动中， 青年职工踊跃捐献
各类书籍百余本。 此外， 在捐赠
过程中， 由专人为图书进行消毒
处理， 保证所捐的图书符合卫生
标准。

电车保修厂职工为和田学生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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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记者
14日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 ， 近
日， 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印
发 通 知 ， 部 署实施劳动关系
“和谐同行” 能力提升三年行动
计划。

通知明确 ， 自2020年9月至
2023年9月在全国范围实施 “和
谐劳动关系百千万计划” “重点

企业用工指导计划” 和 “企业薪
酬指引计划”， 推动劳动关系工
作方式方法创新， 改进和完善对
企业劳动用工、 工资分配的指导
和服务， 提升劳动关系公共服务
能力和基层调解仲裁工作效能，
扎实推进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建设。

通知要求， 各级协调劳动关

系三方要充分认识提升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能力， 对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促进企业发展，推进劳动
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性，充分发挥职能优势，调
动劳动关系主体双方的积极性，
共同推动三年行动计划顺利开
展，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全国总工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 ， 实施劳动关系 “和谐同
行” 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是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十九
届二中、 三中和四中全会精神，
全力以赴抓好党中央、 国务院关
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重要部署落
实的重要举措， 各级工会组织要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宣
传发动广大劳动者， 指导基层工

会积极参与三年行动计划， 加强
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建设，
引 导 协 调 劳 动 关 系 社 会 组 织
参 与 劳动关系协调工作 ， 推进
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深化发
展， 及时宣传先进典型和先进事
迹 ， 提高参与协调劳动关系能
力， 为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贡
献工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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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为提升
高校教职工传播传统文化的热
忱， 北京市教育工会策划了一系
列传统文化兴趣汇活动。11日，传
统文化教职工兴趣汇举办今年首
场线下活动———“一杯香茶敬我
师”大益茶文化体验活动，北京师
范大学、 对外经贸大学等18所高
校32位工会干部和教师参加。

本次活动的内容丰富多彩，
既有大益茶道院院长徐学介绍大
益茶文化中心在茶道教育和茶文
化推广等方面工作 ， 又安排了
“大益八式” 茶道表演， 北航校
工会还邀请到担任马连道杯全国
茶艺大赛评委田真老师开讲礼茶
文化。 最后参与人员共同品茗，
在感悟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得到有
效减压。

北邮人文学院的张老师说：
“工会活动一直开展得丰富有特
色， 像舞蹈、 体育、 爬山等， 让
我们既放松了身心， 又增长了知

识， 今天体验的茶文化， 满足了
教职工的精神需求。”

市教育工会主席宋丽静表
示， 本次活动旨在增进高校教职
工对茶文化的认识， 提升传统文
化修养和自身的优雅气质。 在完
成茶文化体验活动后， 传统文化

兴趣汇还将举办雕塑等有意义的
体验活动。 同时， 市教育工会还
推出了美好生活、 汽车、 冰雪等
多领域的教职工兴趣汇， 根据教
职工的实际需求提供精准服务，
欢迎各高校教师积极参与。

任洁 摄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于兰） 近日， 北京设计之都大厦
楼宇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召开。
这也是西城区德胜地区今年成立
的首家楼宇工会联合会。 海尔优
家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理想概
念等23家入驻企业和机构职工代
表参加了成立大会。

据悉， 大会表决选举产生北
京设计之都大厦楼宇工会联合会
第一届工会委员会委员和经费审
查委员会委员。 新当选的北京设
计之都大厦楼宇工会联合会主席

钱兴华表示， 将尽最大努力担负
起工会主席的职责； 关心职工生
活，维护职工利益，增强工会的吸
引力、凝聚力；团结广大职工围绕
楼宇中心工作出谋划策。

“工会是个大家庭，企业工会
小组致力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工会会员的合法权利， 并调动
好、 发挥好、 保护好员工的积极
性。”入驻企业职工代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可持续发展
中心赵敏说 ，“企业入驻大厦以
来，便成立了工会小组，组织开展
文化建设和工会活动， 为职工排

忧解难，深受职工会员的欢迎。今
后将在街道总工会和楼宇工会联
合会的指导下， 更好地发挥工会
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为企业发展
做贡献。”

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
表示， 希望北京设计之都大厦楼
宇工会联合会更好地为企业服
务，为员工谋福利，加强大厦入驻
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沟通，充
分发挥工会联系职工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增强工会组织凝聚力，扩
大楼宇影响力， 助推街道楼宇经
济蓬勃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慕雷雷 李政勋） 记者昨天获悉，
中建二局土木公司华北分公司
“科技创新创效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 已累计实现创效额218.43万
元，创效率达到2.24%。

据介绍，此次“科技创新创效
专项行动” 由公司党政工联合组
织开展。 公司将群众性创新创效
活动与该专项行动相结合， 并成
立督导组对科创行动的方案制
定、 组织实施和成果转化进行全
程督导，实现增收又创效。

其中 ， 赤峰G306项目依托
“王圣挥创新工作室”开展设计优
化 ， 实现新增雨水泵站施工额
5000万元， 并通过变更管线路由
实现创效75万元， 获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授权1项。唐山站西广场项

目依托“党建创客空间”，抢抓“两
新一重”建设机遇，从设计源头引
导植入“5G+智慧广场”工程，实
现新增施工额1.2亿元；同步开展
的设计图纸与施工方案“双优化”
活动，通过员工头脑风暴提炼3大
项9小项创效点， 实现创效额110
万元。 徐水污水厂及市政管网项
目依托“李邦仁青年创新工作室”
进行创效策划， 在满足建设方功
能需求的前提下核减设计工程
量 ，变基坑 “明挖法 ”为 “定向钻
法”， 既降低施工成本5000万元，
又方便了沿线市民出行。

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预
计到年底， 分公司科技投入将达
到2.1%，研发投入将达到1.2%，科
技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
将进一步得到有效发挥。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近
日，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总工会联
合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开展“垃
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垃圾分类知
识培训暨主题研讨会。 来自辖区
企业职工、社区工作者、工会工作
者骨干人员等参加研讨会。

据了解， 研讨会聘请垃圾分
类专业讲师对垃圾分类知识、 要
求、 法规等进行了讲解。 在互动
环节， 授课老师就垃圾分类知识
采取趣味抢答的形式巩固听课成
果。 会后， 大家围坐一起研讨该
如何更好、 更直观、 更有效的推

广垃圾分类工作。 “物业企业作
为垃圾分类推广实施的主要参与
者之一， 要尽职尽责， 维护好辖
区楼宇商圈环境卫生， 与辖区企
业共同参与 ， 做好垃圾分类工
作。” 辖区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

据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希望通过本次学习培训会，
使街道骨干成员更好地学习垃圾
分类相关知识， 同时进一步沟通
交流工作经验， 为推动垃圾分类
工作在辖区企业和社区居民中的
深入普及打下良好基础。

和平街工会干部和职工学垃圾分类知识

市教育工会传统文化兴趣汇举办今年首场线下活动

18所高校教职工共同体验茶文化

德胜地区首家楼宇工会联合会成立

门头沟工会联合区应急局普法宣传进工地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近

日， 门头沟区总工会联合区应急
局分别进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和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的
工地现场， 深入开展了 “尊法守
法·携手筑梦” 服务农民工为主
题的普法宣传活动。

现场，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条
幅、 发放宣传单和宣传品、 现场
咨询等多种方式进行普法， 律师
为工人普及 《宪法》 《劳动法 》
《工伤保险条例》 《工会法》 等
法律知识， 应急局执法人员对现
场发现的建筑工地安全隐患和职
业危害提出解决的建议， 进一步
增强了工友们的法律意识和安全
作业意识。

工友们表示， 区总工会和区

应急局开展普法进社区活动很有
意义， 不仅了解了如何保障自身
的合法权益， 而且也学习了法律
知识， 增强了安全意识。

下一步， 门头沟区总工会将
持续开展各类普法活动， 加强宣
传， 不断提高广大职工知法用法
守法意识和安全意识。 闫长禄 摄

成立督导组进行全程督导 创效率达到2.24%

中建二局科创行动实现创效218万元

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部署实施
劳动关系“和谐同行”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