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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工会开展垃圾分类系列实践活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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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新时尚
西城工会在行动

为贯彻落实好北
京市总工会 、 西城区
委区政府关于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的部署要
求 ， 深入推进全区工
会系统垃圾分类工作
的开展 ， 营造广大职
工群众自觉践行垃圾
分类的良好氛围 ， 西
城区总工会高度重视，
加强组织领导 ， 促进
习惯养成 ， 制定 《西
城区总工会生活垃圾
分类社会动员发动专
项工作方案》， 精心组
织实施 ， 开展了垃圾
分类系列实践活动。

区职工文化宫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

孔凡标
西城区总工会机关第一党支部

孔凡标已经参与 “桶前值
守” 工作三次。 他认为， 做好垃
圾分类不仅可以推动社区绿色发
展， 自身也能更加贴近社区， 贴
近垃圾分类行动， 学习到垃圾分
类知识， 提高文明素养。 孔凡标
表示，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 要带
头做好垃圾分类宣传者 、 引导
者、 践行者、 推动者， 让垃圾分
类在社会公众中成为一种文明自
觉， 一种生活习惯。

康聪茹
西城区总工会机关第二党支部

康聪茹家住大兴区， 每周不
少于4小时参与 “桶前值守” 工
作 。 她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各位
居 民宣讲垃圾分类的知识 ， 引
导居民做好垃圾的正确分类和投
放 。 康 聪 茹 表 示 ， 垃 圾 分 类
不是一句口号、一张承诺书，也不
是某个单位、 某个人的任务， 需要
全体居民自觉践行、 共同努力。

白玉杰
西城区总工会事业第二党支部

白玉杰坚持利用周末时间参
与 “桶前值守” 工作， 在社区发
放垃圾分类宣传材料传单， 还参
加社区 “清洁日” 活动。 垃圾分
类实施后， 白玉杰明显感觉到社
区变得越来越好了， 生活环境变
得越来越好了。 他认为， 不论是
对国家还是对个人来说， 垃圾分
类都是件有益的事情， 可以让大
家更好地生活， 提高人们的幸福
感。

张强
西城区总工会事业第一党支部

自 “桶前值守” 工作开展以
来， 张强第一时间到居住地社区
报到， 目前参与 “桶前值守” 工
作至少6次， 值守时长达到12小
时以上。 张强说： “现如今， 垃
圾分类已经走进了家家户户， 在
值守的时候， 总能看到小朋友也
在主动进行垃圾分类。”

近期， 西城区职工文化宫、
区职工技能交流创新中心主动与
结对社区取得联系， 前往白纸坊
街道自新路社区、 展览路街道朝
阳庵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
活动。

在朝阳庵社区现场， 西城区
职工文化宫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身
穿红马甲， 个个干劲十足， 不怕
高温酷暑， 不怕蚊虫叮咬， 不怕
脏不怕累， 带着夹子、 袋子等工
具， 沿途弯腰认真地捡拾路人丢
弃的纸屑、饮料瓶、烟头等垃圾，
细致清理了隐藏在草丛中、 树林

里的垃圾。 在捡垃圾的过程中，
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的行动不时赢
得路边群众的赞许。

同时，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常
态化要求， 西城区职工技能交流
创新中心党员们带头承诺， 将带
动家庭成员以身作则规范做好垃
圾分类， 利用业余时间在居住地
社区报到并参与 “桶前值守”，让
垃圾分类成为社会文明新风尚。

此外， 为进一步推动垃圾分
类工作落地落实， 发挥在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9月2日下午，西城
区职工技能交流创新中心全体党

员来到北营房西里社区，开展“桶
前值守”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
在“桶前值守”活动中，引导社区
居民正确进行垃圾投放， 对错误分
类和投放的居民进行再宣传、再
指导。 党员干部职工们主动向过
往居民宣传倡导绿色、 环保的生
活方式， 耐心解答了居民提出的日
常垃圾分类难题， 增强了社区居
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 同时
倡导和鼓励居民从日常生活入
手，从自身做起，坚持做好垃圾分
类工作，努力带动身边的人，让“绿
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

工会干部参加“守桶”志愿服务基层工会

吹响垃圾分类“冲锋号”区总工会

我们都是“桶管家”声音

“桶前值守” 已经进行一个多月， 不少西城区总工会党员干部职
工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桶前值守” 志愿活动， 有效劝导居民开展垃圾
分类， 推动社区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意义深
远、 责任重大。 垃圾分类不能只
限于说教， 而是要鼓励大家养成
好习惯。 为此， 我们推出多种举
措， 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 为
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西城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

发出倡议：
垃圾分类有你有我

实行垃圾分类， 关系广大人
民群众生活环境， 关系节约使用
资源， 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体
现。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 “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
时尚”， 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
式， 8月13日， 西城区总工会向
全区广大职工发出倡议， 争做生
活垃圾分类的宣传者、 引导者、
践行者、 推动者。

区总工会在全区工会系统开
展 “我分类、 我承诺” 等主题活
动， 倡导广大职工带头签订垃圾
分类承诺书， 参与垃圾分类。 签
订垃圾分类承诺书 、 开展线 上
垃 圾 分 类 知 识 答 题 、 发 放 智
慧垃圾袋……目前 ， 西城区各
级 工 会 把 垃 圾 分 类 作 为 当 前
工 作 重 点 并 积 极 落 实 ， 在 全

区形成了 “垃圾分类工会在行
动” 的浓重氛围。

党建引领：
我是党员我先行

西城区总工会上下履行承
诺、 守法遵约、 以身作则、 示范
引领、 志愿服务， 全体党员干部
职工签订垃圾分类承诺书完成率
为100%。 不少党员干部积极踊
跃签订 《生活垃圾分类承诺书》，
并表示自己不仅要做好垃圾分类
的工作， 还要带动身边的人一同
做好垃圾分类， 要讲文明、 树新
风， 垃圾分类全家行动， 共筑美
丽社区绿色生活。

依托党组织党员 “双报到”
活动， 区总工会倡议工会党员干
部率先垂范， 投身社区垃圾分类
志愿服务，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 勇担垃圾分类宣传者、 引导
者、 践行者、 推动者职责， 争当
垃圾分类的传播者、 践行者、 志
愿者， 引导居民做好垃圾分类投
放。 党员干部不但自己要做好，
还要把垃圾分类推广好 、 宣传
好， 自觉学习、 参与、 践行垃圾
分类理念， 真正把在职党员回社
区报到的作用发挥好， 为创建文

明城区贡献力量。
从2020年8月起 ， 区总工会

全面动员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参与
社区生活垃圾分类 “桶前值守”
工作。 按照 “一个党支部承包一
个桶站” 的要求， 各党支部依托
与所在帮扶社区结对子、 在职党
员到居住地社区报到等措施， 鼓
励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参与垃圾分
类 “桶前值守”。

参与 “桶前值守” 的人员主
要负责看桶、 守桶、 护桶， 开展
“桶边” 宣传， 引导社区居民正
确进行垃圾分类， 对错误分类和
投放行为进行劝阻和指导， 配合
做好桶边环境清洁工作。 截至目
前， 区总工会4个在职党支部200
余人次参与其中。 下一步， 区总
工会将持续宣传动员， 调动党员
干部职工参与 “桶前值守” 积极
性， 确保 “桶前值守” 工作真正
落到实处， 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的规范和引导， 不断引导广大
职工主动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中来， 增强居民的垃圾分类意
识， 积极营造 “垃圾分类 从我
做起” 的浓厚氛围， 让垃圾分类
成为居民自觉认可、 广泛参与的
新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