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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总工会组织党员干部观看
北京市 “共抗疫情 决胜小康 ”
百姓宣讲调研汇讲直播活动， 33
名 党 员 干 部 通 过 手 机 聆 听 战
“疫” 故事。

活动中， 平谷区总工会党员
干部纷纷放下手边工作， 利用手
机集中观看百姓宣讲调研汇讲直
播 。 据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按照上级要求， 区总工会党

组认真部署积极谋划， 第一时间
要 求 全 员 下 载 “ 平 谷 融 媒 ”
APP， 将此次观看直播活动作为
一次线上政治学习活动。

观看中， 党员干部用手机通
过 线 上 进 行 留 言 互 动 ， 对 战
“疫” 故事进行点赞评论， 一个
个动人的故事使党员干部备受鼓
舞， 大家表示， 将以 “抗疫英雄
故事” 为契机， 传承 “平谷抗疫
精神”， 更好地为职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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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为做好职工心理关爱服
务工作， 保障职工以积极的心理
学视角面对工作与生活 ， 即日
起， 怀柔区总工会将组织200家
基层职工， 在区职工发展心理体
验示范中心开展 “弘扬抗疫精
神， 护佑心理健康” 职工心理专
项服务活动。

活动期间， 怀柔区总工会将
邀请专业心理咨询老师， 以心理
健康测试、 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心理健康体验三种形式为广大职
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据怀柔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区总工会依据 《2020年怀
柔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工作方案》 相关要求， 积极发挥
工会组织教育引领职能作用， 利
用自身优势， 以点带面带动基层

广大职工关爱身心健康， 并通过
专业培训使职工骨干力量发挥作
用， 在全区范围内有效推广， 竭
诚服务全区广大职工。

据了解， 怀柔区总工会职工
心理专项服务活动将于11月15日
截止， 预计举办20场， 服务2000
名会员。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为
丰富职工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增添生活乐趣， 近日， 房山区青
龙湖镇总工会与文化体育服务中
心联合举办了插花培训班， 30余
名职工群众参与了培训。

此次活动， 邀请了插花老师
现场讲授插花知识及技法。 老师
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花材的形状、
填补叶材、 每种插花表达的意境
等内容， 学员对插花知识有了进
一步的了解， 也引起了大家学习
插花的浓厚兴趣。 在老师的指导
下，职工运用所学知识，经过巧妙
的创意和组合， 制作出一个个生

机盎然、疏密有致的插花作品。
活动的开展， 不仅使职工体

验了插花的乐趣， 学习了花卉的
知识， 也提高了大家的审美力和
鉴赏力。

青龙湖镇总工会举办插花培训班

举办48场沟通会 2388人参加咨询 518名职工申请入会
本报讯（记者 刘欣欣） 12日，

在朝阳区总工会统一部署下，所
属48个街乡、功能区、产业工会集
中举办了疫情常态化后的首次职
工沟通会。当天，朝阳区共开展职
工沟通会48场， 职工咨询人数达
到2388人， 申请入会职工数量为
518人，会员信息采集数量448份，
发放各类宣传材料2871份。

活动现场， 工会工作人员向

职工介绍工会职能作用、 工会组
织性质、会员服务项目、加入工会
的好处， 重点讲解了工会会员互
助服务卡搭载的服务活动及使用
方法。 同时针对职工提出的如何
加入工会， 以及职工关注的二次
报销等问题进行解答。

作为区域内疫情常态化后的
首次职工沟通会， 朝阳各级工会
组织严格按照疫情防控工作相关

要求， 加强工作人员与职工群众
的健康管理， 现场工作人员全程
佩戴口罩， 保持1米以上间距，体
温大于37.3℃或有咳嗽乏力腹泻
等情况人员不得参与沟通会。

此外，早在沟通会举办前，朝
阳区总工会就明确提出， 职工沟
通会场所要优先选择室外空旷区
域，或通风条件较好的室内场所，
确保场所空气流通与环境干净卫

生整洁。
同时， 沟通会现场严格控制

人数，引导职工实行“一对一”服
务，不扎堆不聚集。工作人员备足
了消毒用品、免洗洗手液、口罩等
防疫物资， 定时对接触较多的桌
面、公示展板、宣传折页等公共物
品和部位预防性消毒， 对于签字
笔等公用物品做到 “一人一用一
消毒”。

朝阳区总工会副主席汪涛表
示，为促进“双沟通”工作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下有序展开， 满足广
大职工入会及企业建会需求，朝
阳区总工会决定逐步、 有序恢复
“双沟通”工作。通过提供符合职
工需求的服务项目， 增进与职工
的互动，把联系职工、服务职工的
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让工会组织
真正走到职工中去。

龙潭街道工会改议事会协商为逐一走访摸底
深入楼宇、企业开展调查 征求企业集体协商建议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
昨天从东城区龙潭街道总工会
获悉 ， 受今年疫情影响， 街道
总工会决定不再采用往年议事会
协商的模式， 创新工作方法， 通
过逐一走访的形式， 征求地区酒
店餐饮和美容美发行业建会企业
意见。

连日来， 街道工会工作者深
入楼宇、 企业开展调查摸底， 更
新地区企业覆盖情况表， 及时了
解企业情况。 汇总后， 街道总工

会在职工之家微信公众号上公
示。 公示内容包括： 生产经营正
常的企业， 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
不低于2371元， 厨师、 收银员等
8个岗位最低工资因疫情不做调
整； 企业在疫情期间， 按照防控
疫情的有关要求 ， 做好办公区
域、 营业场所、 公共设施等日常
消毒工作， 确保工作、 经营环境
的安全； 做好职工的自身防护工
作 ， 定期为职工发放口罩 、 手
套、 防护镜、 隔离服、 消毒液等

防护用品， 确保职工健康等。
据龙潭街道工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公示期满后， 公示内容将
形成2020年酒店餐饮 、 美容美
发行业议事会决议并送达到各
社区联合工会， 作为各社区工资
集体协商标准的基础依据， 待各
社区联合工会召开职代会予以审
议通过后， 作为正式文本经双方
首席代表签字盖章后上报区人力
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备案， 同时向
全体职工公布。

邀请心理咨询师开展健康测试、知识讲座和健康体验

怀柔工会启动职工心理专项服务活动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近日，在项目部工会的带动下，北京市政路
桥总承包二部地铁房山线北延项目职工，自制“光盘行动”标识，张贴在办公楼、餐厅、宿舍等地，在项目部营
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本报记者 于佳 摄影报道

本 报 讯 （ 记 者 闫 长 禄 ）
“感谢区委区政府和工会组织的
关心关怀。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
会继续保持劳模本色， 积极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为门头沟区各项
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近日， 门
头沟区总工会开展慰问劳模和先
进人物活动， 送去了党和政府的
关怀。

慰问过程中， 区总工会党组
书记、 副主席王九中与劳模和先
进人物进行了座谈， 详细询问了

他们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情况，
并对他们多年来为门头沟区建设
的辛苦付出与突出贡献表示感谢
和敬意。

王九中表示， 区总工会将进
一步加大对劳模和先进人物群体
的关心关爱， 希望他们在今后的
工作中继续努力， 在各自的岗位
中不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在现
代化生态新区建设中创造新的业
绩， 为推进创城等重点工作作出
更大贡献。

门头沟区总工会走访慰问劳模和先进

职职工工自自制制““光光盘盘行行动动””标标识识
平谷工会干部聆听战“疫”故事

朝阳工会“双沟通”机制让职工主动“要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