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心聚力搞活动
共筑丽泽一个家

“太棒了！” “好！” “这群孩子唱
的真不错 ！” “基本功扎实 ， 唱得好 ，
眼神到位 。” 坐在台下观看 《群英会 》
的观众们边拍手叫好边热切交流。 2019
年4月27日， 中国戏曲学院多功能厅迎
来了商务区内 12个在建项目单位100余
人的 “向劳动者致敬———慰问 丽 泽 金
融商务区劳动者京剧专场演出”， 这
是丽泽商务区为各在建项目工人们精心
准备的 “五一” 劳动节礼物。 这只是丽
泽商务区管委会工作的一个剪影 ， 自
2018年6月26日管委会工会正式成立起，
举办了许多这样服务职工、 贴近职工的
活动。

“我们连续两年举办了新春联谊
会 ， 共有来自丽泽管委会 、 丽 泽 控 股
公司和金都置业公 司累 计 300余职工
参加活动； 举办了 ‘丽泽杯’ 羽毛球赛
和 ‘丽泽杯’ 篮球赛， 还有 ‘不忘初心
担使命 同心共筑新丽泽’ 主题演讲比赛
等等， 都深受职工们欢迎和喜爱。” 时
杨说。

“工会举办这样的活动， 缓解了疫
情期我们的思想压力， 还让大家锻炼了
身体， 不错， 不错！” 2020年5月15日，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工会组织了2020年度
趣味运动会 ， 精心挑选了跳绳 、 乒乓
球、 拔河、 自行车慢骑等比赛项目， 受
到职工们的好评。

“我们每个人都出一份力， 让我们
的丽泽商务区变得更美好。” 8月8日一
早， 一群戴着口罩、 拿着清洁工具的人
走在商务区骆驼湾南路上， 仔细清理着
道路两旁公共绿地等处的积存垃圾和杂
草杂物等。 这是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工会
动员广大职工开展的 “周末卫生大扫
除” 活动， 整个活动持续了两个月， 职
工志愿者们纷纷踊跃参与。

齐心协力同战“疫”
丽泽“卫士”冲一线

疫情防控期间，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工会带领工会会员组建起宣传岗、 巡视
检查岗、 卫生岗、 物资岗、 外援岗等，
为辖区居民健康安全站岗。 期间， 工会
干事吴茜带领志愿者郭璟昕 、 刘晓明、
王新共同承担起防控物资岗的职责， 认
真做好物资采购和配发工作， 持续为大
家输送防护物资。

时杨说： “那段时间， 我们针对辖
区复工企业防疫物资紧缺的实际问题，
克服各种困难， 及时调配防疫物资， 第
一时间为辖区相关单位配发口罩、 一次
性手套、 84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为企业
解燃眉之急。”

抗疫期间 ， 工会工作者李静 、 蔡

蕊、 刘宇、 齐子航等人组成的卫生岗严
格做好防控卫生工作， 为保障公共区域
环境安全， 增加了楼内各点位的消毒
频率， 还重点对楼道、 进出门把手、 卫
生间、 公共茶水间等易接触区域进行
消毒。

“新鲜的蔬菜已经到了， 大家赶紧
来取。” 工会委员崔爽、 王康为了职工
疫情防控期间购菜安全便捷， 迅速联系
几个供应商， 以较低的价格， 每周五定
时为所有订菜职工送上新鲜菜品， 受到
职工们的一致点赞。

“好闷啊！ 终于可以透口气了。 ”脱下
密不透气的防护服， 杨康深深吸了一口
气， 赶紧找了个人少的地方擦了擦眼镜
片的汗珠，一口气喝了一瓶矿泉水。 7月3
日， 杨康接到支援核酸检测的任务后 ，
从上午10点到达核酸检测现场直到晚上
9点 ， 这期间他这样穿脱防护服至少4
次， 杨康说： “汗出的太多了， 我感觉
整个人都瘦了。”

据时杨介绍， 杨康只是众多参与抗
疫的干部职工中的一个缩影。 新发地聚
集性疫情发生后 ， 为了完成区里布置
的核酸检测任务，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工会迅速组织职工积极投入疫情防控
中， 项目科全体人员带领17名志愿者迎
难而上， 6月22日， 他们完成商务区范
围内25家施工单位5315人的第一次核酸
检测工作； 7月2日， 完成对10个已投入
使用楼宇1426人的核酸检测工作； 7月3
日， 联合区住建委对丽泽商务区 、 太

平桥街道、 右安门街道所属工地组织
进行了全员二次核酸检测， 共计检测
36个项目6254人 。 “虽然大家都很累 ，
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让我们自豪的
是 ， 所有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 时
杨说。

从6月25日至7月15日， 丽泽商务区
驻扎在大兴、 经济技术开发区、 密云隔
离点工作组的干部职工不分白昼， 为群
众排忧解难。

6月26日， 有一个正在朝阳某地隔
离的孕妇出现产前征兆， 由于其建档和
产检均在大兴某医院， 朝阳区无法为其
接产， 经大兴隔离点工作组组长、 丽泽
商务区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颉换成迅
速协调沟通， 安排将其转运至建档的大
兴某医院， 该孕妇最终顺利生下宝宝。
“多亏了咱们的工作人员， 让我顺利生
下了宝宝， 真的太感谢了。” 这名孕妇
感动地说。

垃圾分类新风尚
丽泽全员在行动

“过期药品属于什么垃圾？ 一次性
口罩属于什么垃圾？ 鱼刺、 棒骨属于什
么垃圾？” 这是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工会
垃圾分类知识竞赛的答题现场， 选手们
正在紧张 “备战”。

时杨介绍， 自今年5月1日 《北京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颁布实施后， 丽泽
商务区管委会工会联合丽泽控股公司工
会、 金都置业公司工会于2020年6月共
同组织开展了 “垃圾分类新风尚， 丽泽
全员在行动” 主题系列活动， 以考试答
题、 检查评比、 知识讲解、 积分累计等
形式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全面铺开，
实现垃圾分类知晓率、 参与率100%全覆
盖， 先后组织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答题5
次、 综合检查6次。

“我们通过打分排名和量化积分的
方式， 对科室进行综合排比， 有效推进
了垃圾分类工作往职工心里去、 向实处
走。” 时杨说。 赛后， 丽泽商务区管委
会工会为获得知识竞赛答题取得优异
成绩的科室和个人发放了垃圾桶、 垃圾
袋、 分餐盒等奖品， 同时为所有参赛职
工发放了印有垃圾分类标识的购物袋作
为纪念品， 奖励大家的积极参与。

“活动充分发挥了家长的带头作
用， 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环保节约意
识， 从小事开始养成生活垃圾分类的好
习惯。 这样的活动真是太好了。” 职工
金伯伟感慨地说。

与此同时，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工会
组织开展的另一项 “小手拉大手” 垃圾
分类活动则是鼓励职工以家庭为单位，
通过家长与孩子的互动， 使垃圾分类深
入人心、 融入家庭。 金伯伟一家三口录
制的垃圾分类说唱歌曲 《小手拉大手 ，
分类小能手》 小视频一经报送立即受到
了一致好评， 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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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通讯员 徐国红

全全情情投投入入 当当好好职职工工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工会：

他们 凝 心 聚 力 组 织 开 展 丰 富 多 彩 的 活
动，共同构筑美好的家园；他们冲在疫情防控一
线 ，为守护职工的安全和健康尽最大的努力；
他们号召全体职工行动起来，让垃圾分类成为职
工生活中的新风尚 ，他们就是北京丽泽金融
商务区管理委员会工会（以下简称“丽泽商务区
管委会工会”）。

工会团结凝聚每个人都出一份力， 让丽泽
商务区变得更加美好。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
丽泽商务区取得了一系列荣誉： 2019年， 荣获
北京市总工会颁发的 “首都劳动奖状” 奖章和

奖牌； 原创作品———演绎丽泽金融商务区建设
成就的小品 《美丽丽泽》， 获得丰台区职工第36
届 “五月的鲜花” 文艺汇演二等奖； 同年， 商
务区获得2019年度 “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
“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5G安全智慧园区” 项目
荣获首届世界5G大会 “5G应用设计揭榜赛” 三
等奖。

“荣誉只是起点，我们将继续努力，做丽泽工
委党建引领的排头兵，助推丽泽管委各项工作
上台阶， 用心用情用力当好全体干部职工 ‘娘
家人’。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工会主席时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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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泽金融商务区管理委员会（右二）荣获北京市总工会颁发
的“首都劳动奖状”奖牌

丽泽管委机关工会主席时杨 （前
左二） 带队赴东铁匠营街道政怡家园
小区调研学习垃圾分类工作

指导金都置业有限公司组织开展
“不忘初心担使命 同心共筑新丽泽”
主题演讲比赛

组织开展“市容环境大扫除，干干
净净迎国庆”主题党日活动

为商务区楼宇企业员工做核酸检测 为商务区项目工人做核酸检测 防控物资岗的吴茜正在整理刚刚
采买回来的防疫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