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北京公交集团
保修分公司材料供应中心工
会开展了游艺活动。此次游艺
活动不仅包含套圈、 你比我
猜、 猜灯谜等益智类游戏，还
有跳绳、 踢毽等健身类游戏，
让职工在欢声笑语中既锻炼
体魄，又愉悦心情。

通讯员 张鹏 摄影报道

春节期间，中铁六局电务
公司北京通号项目部工会为
全体职工发放暖心包，暖心包
中包含口罩、体温计、消毒液
等防疫物资。据悉，项目工会
多次组织全员进行核酸检测，
叮嘱负责人时刻关注职工的
安危冷暖。 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任肖琳 摄影报道

游艺活动愉悦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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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今
年项目部的职工都留京过年
了， 咱们得让大家有在家过年
的感觉。” 春节期间，首开集团
天岳恒公司中国生物项目部将
办公室改成活动室， 项目经理
吕进景利用休息时间置办年货
装点活动室， 在活动室里安装
了电视， 职工每天下班可以在
这里休息娱乐和看新闻。

“今年响应号召，春节不回
老家，留在了北京过年。”职工

吴杰说。 吴杰的老家在河北保
定， 来天岳恒工作已经一年多
了，负责设备运行、维保工作 。
据他介绍，平时业余时间，会在
手机上看看电子书， 今年为了
让大家安心就地过年， 公司各
级工会送来了书籍等， 自己和
同事们每天晚上都会来活动室
里看看书，慢慢地，一些职工也
都拿起书籍阅读起来。据了解，
近几年， 天岳恒公司高度重视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开展了“书

香天岳恒”阅读活动等，不断丰
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公司一直很关心我们留
京过年的职工， 送来了很多新
春慰问品， 领导们也是想尽办
法为我们营造在家过年的气
氛，虽然今年不能在家过年，但
是在项目部这个大家庭里过
年，大家一样很快乐。”吴杰说。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公
司项目部全体职工坚守岗位，
确保园区物业工作有序运转。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近
日， 顺义区总工会发布2020年度
区级职工创新工作室和职工自主
创新成果评选结果， 8个基层创
新工作室和25个职工自主创新成
果经过层层评选后脱颖而出。 为
鼓励职工积极参与创新活动， 顺
义区总工会将为获评的创新工作
室及职工自主创新成果拨付助推
资金。

据了解， 为充分调动职工投
身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升职工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水
平，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
顺义区总工会开展了2020年度区
级职工创新工作室和职工自主创
新成果评选活动。 经过前期积极
宣传、 广泛征集， 全区各级工会
共推荐8个创新工作室和31个职
工自主创新成果参与评选。

经层层审核、 评选， 最终北
京奥格尼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顺鑫卓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等8个职工创新工作室符合区级

职工创新工作室创建条件， 被评
为区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 北京
中技克美谐波传动股份有限公
司、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北
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 公 司 等 11
家企事业单位的 25个职工自主
创新成果在评选中脱颖而出， 其
中一等奖5个， 二等奖8个， 三等
奖12个。

“按照顺义区总工会 《经济
技术创新工作三年助推计划实施
方案 （2020年-2022年）》 精神，
区总工会将为获评的创新工作室
及职工自主创新成果拨 付 助 推
资金 。 ” 顺义区总工会 相关负
责人表示， 希望获评职工创新工
作室、 职工自主创新成果研发团
队继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发挥
技术人员和技能人才优势， 深入
开展技能培训 、 技术创新等活
动， 把技术创新成果广泛运用到
实际工作中， 解决企业生产经营
管理中的技术难题， 推动企业创
新发展。

顺义工会发放助推资金鼓励职工创新安全防疫做在前 快快乐乐过大年

线上心理测评， 线下主题特
色活动……位于北京经开区的汇
龙森科技园工会服务站， 自2019
年11月成立以来， 面向园区职工
提供了形式多样的心理关爱服
务。该服务站集个人服务、团体辅
导于一体， 内设按摩椅、 沙盘设
备、情感宣泄仪、眼部按摩仪、理
疗仪以及用于冥想、 催眠的理疗
床等心理服务设施， 并配备专业
心理咨询师提供心理辅导。 2020
年底被北京市总工会授予 “职工
心灵驿站”挂牌单位。

“我们园区内中小企业多，职

工整体呈年轻化， 外来务工人员
较多。 ”汇龙森科技园工会服务站
站长王霜向记者介绍，“根据前期
走访企业的了解， 园区内职工心
理方面的需求主要体现在负面情
绪自我调节的需求、 职业发展上
的需求、适应环境变化的需求、人
际交往的需求、 亲密情感的需求
等。 ”为了满足职工需求，同时又
适应年轻群体的特点， 王霜与聘
请的心理专家一同探讨出形式多
样的服务项目。

“心理辅导效果最好的活动
当属‘一人一故事剧场’，它让参

与的职工找到了知音， 大家纷纷
倾吐心声。 ”王霜告诉记者，活动
以一人一故事情景剧场的形式进
行，让职工讲述自己的故事，并通
过演员们的现场即兴演绎、 情景
再现的方式， 让在场的职工感同
身受，帮助大家敞开心扉、学会换
位思考问题。

2个小时里大家各自分享着
自己的小故事： 有居家备考引发
的代际冲突； 有二孩两地分养的
被迫无奈； 有家庭教育诱发的家
庭矛盾； 有触景生情想起的心酸
往事…… “终于找到了能够理解

我的人，与一样处境的人谈心，让
我如释重负。”一位参与者说。“情
景剧场突出情感交流， 内容思想
性、启发性很强，具有感召力。 ”现
场， 心理专家对分享故事的职工
进行了专业的指导。 该活动不仅
拉近了园区企业间职工的距离，
也为大家搭建了相互倾诉、 倾听
的平台，使大家能够感同身受，达
到互相理解、相互体谅的效果。

“心理问题在职场中非常普
遍，未来，活动将邀请行业内的专
家， 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职工
带来专业的知识分享和指导。 ”王

霜告诉记者，下一步，汇龙森科技
园工会将继续秉承经开区总工会
的服务宗旨， 用好首都职工心理
发展平台， 为企业送课程、 送服
务、送咨询。在聘请心理专家的基
础上， 培育一支具备心理基础知
识储备的志愿服务队， 关心关爱
身边职工，激发、调整和强化职工
的心理潜能， 使职工在生活中勇
于应对挑战、增强自信。

汇龙森科技园工会面向职工提供形式多样心理关爱服务

办公室变身活动室丰富留京职工业余生活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线上
联欢、 慰问品送到家…… “两
节”期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按
照“普遍慰问、重点帮扶”的原
则， 开展对劳模和先进职工的
慰问活动，重点做好在职劳模、
退休劳模以及重点工程项目带
头人的慰问。同时，对节日期间
坚守工作岗位的一线职工、困
难职工、 退休职工及在京务工

人员进行普遍慰问。
市自来水集团工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 今年在集团党委的
统一部署下， 企业深入开展了
“送温暖”活动，创新活动方式，
加大帮扶力度， 为提升职工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办实事、求
实效，让职工感受集团的温暖。

“两节”期间，集团所属各
单位共对7000余名在职职工 、

4000余名退休职工 、32名省部
级以上劳动模范 、25名首都劳
动奖章和三八红旗奖章获得
者、2名基层工作的派驻挂职干
部进行了慰问， 对28名患病职
工、困难职工进行专项帮扶；开
展基层单位困难职工（及家庭）
摸底调查工作， 对符合帮扶条
件的71名困难职工（及家庭）发
放帮扶慰问款。

市自来水集团工会“两节”慰问万余职工和劳模

走进职工心灵驿站

“一人一故事剧场”帮职工卸下心灵重担
□本报记者 高铭

首开集团天岳恒公司中国生物项目部保障留京职工安心过年 8个基层创新工作室、25个职工自主创新成果获资金支持

马昌营镇总工会问需解难保节后复工复产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马昌营镇总工会组织辖区
18家建会企业职工开展了2021年
工会工作座谈会。 会上， 职工们
纷纷就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畅所
欲言， 提出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 针对 “就地过年”
职工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马昌营镇总工会将全力以赴解决
好职工的实际问题， 并要求各企

业在疫情期间不要放松警惕， 开
展安全检查， 按照防疫要求做好
节后职工复工复产相关工作。

据马昌营镇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 新的一年， 镇总工会将
根据防疫动态 ， 适时开 展 形 式
多样的职工活动 ， 并根据职工
要求积极改进， 增强工会组织的
凝聚力、 向心力， 更好地服务职
工需求。

节日不忘防疫

(上接第１版)
本次 《导则 》 修订明确了

图书馆 、 室内健身馆的建设标
准设置 ， 两馆应具有良好的自
然通风和天然采光条件 ， 宜设
置在地上 ； 图书馆建筑面积不
小于50平方米每处， 室内健身馆
建筑面积不小于50平方米每处，
室外集中健身场所可结合室外
公共活动场地设置 ， 配置健身
器材 、 健身步道等设施 ； 鼓励
因地制宜设置丰富居民公共交
流的空间 ， 可以设置咖啡馆 、
茶馆 ， 也可以设置廊亭 、 休息
座椅等交流场所。

对于活动 、 休憩等室外设
施 ， 本次 《导则 》 修订要求应

满足老年人安全使用需要 ， 宜
设置在向阳避风处 。 对电动自
行车的停放 、 充电 ， 分类垃圾
收集点和快件箱的设置等内容
也提出具体要求 。 这些细节将
成为设计方案评审的重点审查
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