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按照东
城区总工会关于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实践周 ， 习惯月 ” 的部署要求 ，
东四街道总工会自9月起开展垃圾
分类 “我践行 我承诺” 主题系列
活动， 帮助职工养成垃圾分类良好
习惯。

近日在南新仓商务大厦一层举
行的 “东四街道总工会小行动大文
明———职工生活垃圾分类 ‘我践行
我承诺’活动”吸引了250余名楼宇
职工参与。 职工们签署了 《东四街
道总工会职工生活垃圾分类承诺
书》，关注“北京市垃圾分类宝典”微
信小程序，通过《北京市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宣传单了解相关法规政策，
参加垃圾分类小游戏。

据介绍， 东四街道总工会通过
开展“习惯月”系列活动，确保垃圾
分类知识普及到位，让职工充分参
与其中， 在垃圾分类的不断实践中
养成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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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机关系统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开班， 郑默杰为党员干部讲党课———

牢记初心使命 狠抓巡视整改 以新作为新担当
为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通讯员
冯名姗 韩丰宇 ） 寒冬中可以有
杯 热 水 ， 炎 夏 时 可 以 有 阴 凉
地……眼下， 北京市水务局工会
正在抓紧建设96家职工暖心驿
站， 致力实现全系统暖心驿站建
设全覆盖。

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 工会
主席何凤慈介绍 ， 市水务局党
组高度重视职工暖心驿站的建设
工作 ， 在市总工会的大力支持
下， 水务局各级工会本着温暖每
一位水务职工的目的， 按照 “实
用、 实际、 实效” 的原则， 并结

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 因地制
宜、 因需制宜地推进职工暖心驿
站建设。 同时注重加强职工暖心
驿站各项制度建设， 健全完善职
工暖心驿站资产管理 、 服务流
程、 安全须知等规章制度。

市水务局工会自2018年启动
暖心驿站筹建工作， 充分利用各
基层单位原有的场地资源， 根据
实际需要购置座椅、饮水机、暖水
瓶、微波炉、针线包、雨衣、雨伞等
物品，为职工提供饮水、热饭、小
憩等贴心、 暖心服务。 暖心驿站
在显著位置张贴北京12351职工

服务热线电话 、 北京工会12351
手机APP二维码等， 公布单位工
会主席的联系方式、电子邮箱等。
同时认真听取职工日常反映的意
见和建议， 根据职工需求和实际
情况为职工提供服务。

2018年至2019年间， 市水务
局共创建15家职工 “暖心驿站”，
并全部投入使用。 2020年，市水务
局工会年内在建暖心驿站96家，
力争暖心驿站建设覆盖到每一个
基层工会组织， 力求做到哪里有
职工，哪里就有工会，哪里就有职
工暖心驿站。

市水务局系统年内实现职工暖心驿站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褚航 、 于佳慧 ） 全员参与 、
层层选拔， 职工练技能、 管理人
员练管理……近期， 首都机场安
保公司工会开展 “安康杯” 职业
技能竞赛 ， 大力推进 “八小时
外” 的职工能力素质提升。

“此次组织了职业技能竞赛
预赛选拔， 并组建了参加公司级

决赛的集训队。” 首都机场安保
公司工会负责人介绍。 参加集训
的职工自觉利用八小时以外的休
息时间， 针对理论知识、 证件检
查 、 人身检查 、 开箱 （包 ） 检
查、 X射线机检查、 通道项目等
竞赛项目开展综合训练， 积极备
战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 训练采用了

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旅客安检系
统， 使参训人员更加熟练地运用
人工智能人脸识别、自动物流、信
息集成等新技术开展安检工作。

首都机场安保公司工会负责
人表示， 下一步， 将持续利用八
小时外的时间， 不断为职工搭建
相互交流学习、 沟通经验、 提升
技能的平台。

首都机场安保职工“八小时外”提升技能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高萱） “上课铃响起来啦！在线的
小伙伴快来签到， 打 ‘1’ 即可”
……这是近日北京公交保修分
公司一厂工会组织的团体心理辅
导“情绪管理”线上培训活动。

为做好疫情期间 职 工 心 理
关爱工作 ，公交保修分公司一厂
工会邀请市职工服务中心的心
理学硕士、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张阳阳进行授课。张老师以《压力

的AB面》为题 ，带领职工正确认
识心理压力，直面心理压力特点，
正确梳理自我情绪， 并以压力
来源特点进行分析 ，讲述心理
压力与身体健康的互相影响。

据了解， 疫情发生以来， 厂
工会实时关注职工的心理状况变
化， 开展心理压力测试， 利用心
灵驿站开展多种形式活动释放情
绪， 引导职工在特殊时期以积极
的心理学视角解决心理困惑。

本报讯 （记者 崔欣）日前，
北京住总集团举行了第六次爱心
助学助困捐助活动 。 8.6万元爱
心助学款送到11户困难家庭手
中， 用于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和子
女就学压力。 根据帮扶标准， 困
难家庭的11名就学子女每人将分
别获得3000元到5500元不等的帮
扶金。

据住总集团工会主席雷红宇
介绍， 自2015年以来， 住总集团
已连续6年定向开展助学助困捐

助活动， 共资助困难职工、 困难
党员、 低收入职工135人次， 资
助职工在校子女121人次， 发放
助学款58.8万元。 “今年， 集团
将助学面扩大至困难家庭子女，
并大幅提高助学标准， 力求通过
实实在在的举措 ， 把 ‘企业强
大， 职工幸福’ 的企业愿景落到
实处。” 雷红宇说。

据介绍， 下一步该集团将进
一步抓实集团内困难职工、 低收
入职工、 困难党员的帮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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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四工会开展职工垃圾分类系列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15日从北京发行集团工会了解
到， 该集团工会将在系统内组织
开展 “安全生产 ” 主题知识竞
赛。 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宣传教
育， 提高广大职工安全生产意识
和自我防护能力。

据了解， 本次安全知识竞赛

以 “安全生产” 为主题， 北京发
行 集 团 所 属 各 单 位 在 职 职 工
均可报名参加。 竞赛从9月15日
持续至9月30日， 各单位工会结
合自身情况 ， 根据 《 “安全生
产 ” 知 识竞赛活动题库 》 选择
并编写竞赛试卷， 组织职工参与
竞赛答题。

发行集团工会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开赛

(上接第１版)
据了解， 此次招生不纳入国

家统一招生计划， 不占用高校原
有招生指标， 对高校其它各类招
生不产生影响 。 参与方包括北
京、 浙江、 广东等19个省市约90
个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内地 （祖国
大陆） 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
构和项目， 其中在京高校包括清
华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外
国语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等
十余所院校， 具体名单可登陆教
育部网站查询。

针对境外高校安排学生上网
课的情况， 教育部引导学生在国
内通过在线方式继续完成学业，
并发布专门通知， 明确留学人员
受疫情防控影响无法按时返校而
选择通过在线方式修读部分课
程， 以及因此导致的其境外停留
时间不符合学制要求的情况， 不
作为影响其学历学位认证结果的
因素。

此外， 教育部还指导驻外使
领馆教育部门积极与驻在国教育
部门和高校联系， 敦促其妥善解
决我留学人员学业受阻问题。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市总工会于9月16日至18日举
办机关系统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9
月16日上午，培训班举行开班式，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
郑默杰作开班第一讲。

本次党课，郑默杰以《牢记初
心使命 狠抓巡视整改 以新作为
新担当为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贡献智慧
和力量》为主题，从牢记工会职责
使命， 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
作重要论述的认识； 明确形势任

务，正视差距不足，以立行立改的
决心和举一反三的态度着力抓好
巡视整改；着眼目标要求，牢记初
心使命，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首
都工会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等三
个方面， 为市总工会机关系统工
会干部作了一堂精彩的党课。

郑默杰指出， 回顾过去， 首
都工会组织始终把引导职工群众
听党话、 跟党走的政治责任和政
治使命扛在肩上， 紧紧围绕全市
中心工作干重活、 挑重担、 扛重
任， 在工会自身建设发展、 工作
改革创新、 履行基本职责上加大
了力度、 探索了新路。 这为我们
做好今后的工作坚定了方向、 树

立了信心、 增添了动力、 打下了
基础。 今后， 我们要继续牢牢把
握坚持党对工会工作领导的根本
原则， 要始终牢记 “看北京首先
要从政治上看” 的要求， 紧紧围
绕提升首都功能这个大局， 切实
承担起引导职工群众听党话、 跟
党走的政治责任。

郑默杰强调， 作为首都的工
会组织， 在不断发展的新形势面
前， 在更加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
面前， 应该深深思考， 怎样履行
好政治责任和基本职责， 怎样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 怎样展现出新
的更大作为。 要站在讲政治和讲
大局的高度来认识市委巡视组反

馈的巡视意见， 以强烈的政治责
任感和使命担当， 以最坚决的态
度、 最严格的要求、 最有力的举
措， 从严从实抓好整改， 确保圆
满完成巡视 “后半篇文章”， 向
市委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郑默杰要求 ，2020年还剩下
三个多月，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 要清醒冷静地分析我们所
面临的形势， 进一步明确工作任
务和工作重点， 统筹安排好各方
面工作。做好下一阶段工作，必须
紧紧围绕“站位、大局、整改”三个
关键词， 要在工会改革创新和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上下功夫，
在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组织功能、

增强工作实效上见成效； 要在提
高工会系统党的建设质量上下功
夫；要在转变工作作风上下功夫；
要在加强直属企事业单位监管上
下功夫， 从而不断提高工会组织
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
在服务大局、 服务职工中展现工
会组织新作为， 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
席潘建新主持开班式， 市总工会
领导班子、 市总工会机关副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 各直属企事业单位
领导班子成员及市总工会党组织
书记培训班学员参加党课学习。

公交保修工会线上开讲情绪管理

住总集团大幅提升助学助困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