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新闻【工会】04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gh@126.com│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张旭│２０20年 10月 16日·星期五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签订
“光盘行动 ”承诺书 、21天 “光盘
打卡”、打饭精准定量……近日，
北京市政路桥高强公司积极开
展“做‘节约粮食、拒绝浪费 ’的
践行者、宣传者和推动者”活动，
以提高职工节约意识 ，杜绝 “舌
尖上的浪费”。 全体职工签订了
“光盘行动”倡议书，以自身为表
率，带动身边的人树牢 “节约为
荣、浪费为耻”的观念。

据了解，高强公司向全体青
年职工发起了 “21天好习惯”光
盘打卡行动，通过微信小程序进
行21天打卡，培养青年职工崇尚
节约、 厉行节约的良好习惯，并
发起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倡
议，营造崇尚节约、厉行节约、制
止餐饮浪费的良好氛围。

同时， 公司加强后勤管理，
采取多种方式， 在场站宣传栏、
食堂打饭窗口张贴宣传标语，用
简洁、轻松的语言提高职工节约

意识；督导食堂后勤人员精准定
量 ，测算每日就餐人数 ，按需采
购食材， 合理准备饭菜数量，确
保从源头上不浪费；动员全体员
工适度消费，确保吃饱吃好的前
提下 ，不出现剩菜剩饭 ，养成厉
行勤俭节约 、 反对铺张浪费的
好习惯。

本报讯（记者 王路曼）近日，
顺义区双丰街道总工会举办了一
场职工减压专题讲座， 以缓解职
工的心理压力。

此次讲座邀请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 三级社会工作师林雪进
行授课。林老师结合实际案例，用
游戏互动的方式，从情绪安抚、语
言沟通艺术等方面， 为街道40余

名工作人员讲授心理学知识，释
放心理压力。

“听完老师讲的‘安抚情绪’
‘沟通的语言艺术’ 后很受启发，
知道了在以后的工作中如何调整
自己的心态。”职工纷纷表示听完
讲座收获颇丰， 今后将用最好的
状态、最适当的方法，搭建起语言
的桥梁，更好的投身于工作中。

双丰街道工会邀心理专家帮职工减压

以集体活动和线上抢票等方式组织动员职工游览密云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带孩
子到金叵罗村的金樱谷开心农场
采摘、喂小动物；带妈妈到蔡家洼
村的玫瑰情园赏花、拍照；一家人
到古北口村登长城、 走御道……
今年国庆假期， 近10万名朝阳区
职工来到密云区的3个“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游览，截至10月8日，
为密云区增加门票收入254万余
元，创旅游综合收入千万元。

近日， 朝阳区总工会持续开

展了“竭诚服务职工 助力农民增
收”系列主题活动，该活动自9月
22日启动，落地密云区古北口、金
叵罗、蔡家洼等3个“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活动期间，朝阳各级
工会以集体活动和线上抢票等方
式，积极组织动员职工游览密云，
鼓励通过消费扶贫拓宽密云地区
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

“10月3日那天，我带着孩子
去了金叵罗村的金樱谷开心农

场，孩子们喂小动物、磨豆浆、搓
玉米，特别开心。”朝阳区职工李
华告诉记者， 不仅景区内容有意
思， 工会的服务更是到位。“工会
工作人员就等在入口处， 帮助我
们刷卡换票，很是方便。”

据了解， 本次主题活动将于
10月底结束， 截至目前， 朝阳区
各级工会和职工共计购买密云参
观门票51048张 ， 投入工会经费
408.38万元，覆盖职工15万余人。

朝阳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次活动是朝阳、密云两区工
会结对协作共同开展的， 希望通
过学习、参观、交流等多种形式，
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的同时，让
广大职工切实感受到新农村建设
发展的巨大成就， 助力农民进一
步增加收入，提升获得感，大力推
动密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记者了解到， 一直以来，朝
阳、 密云两地工会不断加强结对

协作。双方签署了《结对协作框架
协议》，一方面建立、完善领导定
期互访联席会议机制和对口协作
日常工作机制， 加强两地干部学
习交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双赢；
另一方面， 通过加强慰问在朝阳
的密云籍职工， 及时了解掌握其
思想动态，共同维护其合法权益，
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 在全社
会营造关心关爱农民工的氛围。

联合律师事务所为企业职工开展劳动法知识宣讲等
本 报 讯 （ 记 者 刘 欣 欣 ）

“我去年6月到今年3月在糕点房
当面点师， 也没签合同， 赶上今
年疫情， 糕点房效益不好， 我就
辞职了。 后来听姐妹说， 没签劳
动合同可以赔两倍工资， 这不，
我就上你们这来了！” 10月15日，
在远洋未来广场购物中心一层，
一场名为 《调解室的故事》 的舞
台剧正在上演。

当天， 朝阳区总工会联合北
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开展以 “勠
力同心，抗击疫情”为主题的劳动
法普法活动， 周边企业职工80余
人现场参与。除上演舞台剧外，活
动还设置了劳动法知识宣讲、工

会会员提问等环节。并通过摆摊、
轮盘抽奖的方式， 分发宣传册及
普法宣传品， 吸引路人进行法律
咨询，并免费给予解答。

据了解， 活动针对疫情这一
特殊时期存在的问题及困难提供
解决方案和思路， 帮助劳资双方
共渡难关。同时，通过与劳动者对
话，普及劳动法知识，提升劳动者
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引导劳动
者合法维护自身权益。 以法制宣
传和法律普及为切入点， 加强工
会与会员的联系。

朝阳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年受疫情影响， 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之间也因此产生诸多问

题与纠纷， 区总工会联合兰台律
师事务所， 旨在解除单位用人后
顾之忧， 给予劳动者维权保障，
与企业和职工一起凝心聚力共克
时艰。

据了解，今年以来，朝阳区总
工会充分发挥“互联网+调解”平
台作用，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针对疫情期
间职工维权现场协商不便等因
素，推出了网上调解、电话调解、
微信调解， 并进一步简化调解程
序，提高了调解效率。上半年，区
级层面接待职工来电来访2110人
次， 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840件 、
调解成功案件513件。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近日， 怀柔区总工会举
办了 “聚焦科学城 建功新怀柔”
职工书画、摄影比赛。此次活动截
止到11月20日。

据介绍， 此次活动通过在全
区职工范围内征集作品， 用市民
职工视角记录发生在怀柔区抗疫
防治防控、复工复产、创建文明城
区和科学城建设等相关内容，讲
述感人故事，讴歌先进事迹。

据了解， 前期区总工会已通
过OA向各镇乡街道总工会、中关
村怀柔园工会联合会、 区直机关
工会联合会、 直属基层工会下发
活动通知，并利用“怀柔职工”微
信公众号向全区会员职工推送了
征集活动信息。同时，区总工会还
邀请怀柔区摄影协会资深摄影
师、 区书法协会书画家等组成了
评审团，对征集的书法、国画、摄
影作品进行评审。

怀柔工会征集抗疫、创城主题职工作品朝阳工会普法宣传活动上演舞台剧

日前， 东四街道总工会与北
京创意亮点五十五号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联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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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70余名职工参与。活动
中，工会通过垃圾分类小游戏，让
职工了解如何正确垃圾分类。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乐乐学学
垃垃圾圾分分类类

市政路桥职工签订“光盘”承诺书

(上接第１版)
活动期间， 各区及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将结合企业用工需求
和重点群体求职意向， 每周组织
一次分行业、 分专业特色专场招
聘活动。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前提下， 开展现场招聘活动。

北京市大力支持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召开专场招聘会， 利用
产业集聚优势， 开展特色招聘服
务活动； 推动北京市家政服务企
业主动与外省市家政服务员培训
基地对接， 举办专场招聘活动，
促进北京市家政服务企业用工；
发挥劳务协作脱贫攻坚作用， 联
合对口帮扶地区组织贫困劳动力
精准专场招聘活动 , 提高劳务协
作组织化程度。

此外， 北京市还将充分利用
线上线下服务渠道， 分类整理招
聘岗位， 依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实名登记信息、 登记失业人
员信息、退役军人台账，运用大数
据等技术手段智能匹配， 开展精
准招聘服务活动， 提高人岗匹配
效率。

活动期间， 各区及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还将每周组织一次
“送岗位进街道入乡镇 ” 活动 ，
重点群体集中的街道、 乡镇， 将
举办小型专场招聘活动， 将岗位
信息送到求职者手中。 充分发挥
街道、 乡镇基层力量， 在回天地
区等人口居住集中区域， 开展以
“职住平衡” 为主题的专场招聘
活动， 促进社区化就业。

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

就业，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
主动走访辖区内农村休闲旅游、
健康养生、 共享农庄、 农村电商
等新业态， 以及农村生产性服务
业 、 生 活 性 服 务 业 和 公 共 管
理 服 务 、 生态建设领域 ， 对农
业农村企业招人用人情况进行摸
底调查， 着力挖掘农业农村岗位
信息， 努力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
渠道。

活动中， 北京市将进一步强
化就业政策落实，做到政策找人，
探索推行就业政策 “免申即享”，
提高惠企惠劳动者政策落实力
度。 梳理以训稳岗等支持企业稳
定和扩大就业政策清单， 支持重
点群体就业创业、 灵活就业政策
清单。

依托“就业超市”、广播电视、
微博微信、 手机APP等各种传播
渠道和工具， 北京市将继续加强
对就业创业等政策措施的宣传，
通过集中宣讲、走访基层、定向推
送等方式， 向企业及重点求职群
体全面解读政策内容、 申办流程
和补贴标准等。 对符合条件的企
业、劳动者，协助办理政策申请，
跟进办理进度， 及时反馈政策落
实情况，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另外， 北京市还将灵活用工
主体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 为
其提供职业介绍， 推荐匹配、 用
人指导、 政策咨询等服务。 支持
和鼓励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
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加优质的就
业服务， 维护灵活就业人员的合
法权益。

朝阳工会国庆假期助力密云增收超千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