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通州商资公司组织
青年骨干职工参观红色教育
基地———圆明园。在讲解员的
引导下，职工认真地参观着一
处处承载着厚重历史感的遗
迹。“通过参观圆明园教育基
地的历史遗迹，进一步激励我
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立足
本岗，为副中心建设贡献青春
智慧。”职工们表示。

通讯员 韩颖 摄影报道

青青年年职职工工抒抒发发爱爱国国情情怀怀

朝阳区总工会党史学习教育贯穿全年
讲好主题党课 开展线上竞赛 追寻红色足迹 举办红歌传唱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日， 朝阳区总工会召开2021
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 在总结
2020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部
署2021年工作任务的同时， 全
面部署区总工会党史学习教育
工作。

朝阳区总工会结合工会实
际， 制定了 《关于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工作方案》。 方案提
出， 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将贯
穿全年， 面向全区党员干部职
工， 突出学党史、 悟思想、 办
实事 、 开新局 ， 注重融入日
常、 抓在经常。

除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
外， 朝阳区总工会还将通过讲
好主题党课、 开展 “寻党迹、
听党话、 跟党走” 线上党史知
识竞赛 、 组织 “追寻红色足
迹” 实地参观、 发放共产党员
政治生日贺卡、 举办 “红歌献
给党 ” 红歌传唱活动 、 撰写
“永远跟党走 、 奋进新征程 ”
主题征文等多种方式， 营造学
习党史的良好氛围。

方案还指出， 要把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 重点
工作结合起来， 与正在开展的
各项日常工作结合起来， 切实
做到以学促行、 以行促效； 要

对支部、 党小组工作推进情况
进行督促指导， 在有效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基础上， 认真总
结好的经验和做法 ， 挖掘亮
点、 特点， 注重总结推广， 营
造良好的党史学习教育氛围。

会上， 朝阳区总工会党组
书记、 主席， 一级巡视员张永
新指出， 朝阳区各级工会组织
要紧紧抓住党史学习的契机，
进一步坚定信念， 激发奋斗精
神， 主动担当、 忠诚履职， 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投
入各项工作， 以全面从严治党
新成效助推工会工作新发展，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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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加强交往交流交融 在促进新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工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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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莹） 4月1
日，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
主席郑默杰与新疆自治区总工会
党组书记、 副主席陈忠宽进行了
对口援助工作会晤。

郑默杰表示， 援疆援藏工作
是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 也
是北京市委和全国总工会交给北
京市总工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 北京市总工会将统筹规划好
“十四五 ” 期间援疆援藏工作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增进
“五个认同”， 进一步加强两地交
往交流交融， 在促进新疆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会晤后， 北京市总工会与新
疆自治区总工会、 和田地区工会
进行了对口援助工作对接。 北京

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潘
建新指出，今后，两地工会组织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
新发展阶段对口援助工作的重大
意义。要加强交往交流交融，坚持
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确定援助项
目。要发挥优势，提高工会对口援
助工作实效，坚持扶贫力度不减，
把工会对口援助过程变成密切联

系职工、增进民族团结的过程。
对接会后， 新疆自治区总工

会相关人员参观了北京市职工服
务中心。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阮腾飞） 清明节来临之际 ， 怀
柔区各级工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活动， 倡导移风易俗， 引
导广大职工群众文明祭扫。

怀柔区总工会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队走进北京鑫霸印务
有限公司， 与职工面对面开展文
明祭扫宣传活动， 教育职工树立
文明祭扫理念， 积极践行节俭治
丧、 绿色生态安葬理念， 主动采
用创新祭扫形式， 使 “互联网+
清明祭扫”， 成为寄托哀思的新
风尚。 同时， 怀柔区总工会还通
过 “怀柔职工” 微信公众号发布
清明节祭扫指南， 推介祭扫网上
预约方式和北京市2021年清明节
网上祭扫服务平台二维码及怀柔
区扫墓点联系方式， 方便广大职
工群众进行祭扫。

在此基础上， 怀柔区各基层
工会也积极开展文明祭扫宣传活

动。 泉河街道总工会开展以 “抗
美援朝记忆、 光辉历程， 庆祝建
党100周年” 为主题的诗歌朗诵
活动， 带领大家重温历史、 缅怀
先烈； 龙山街道总工会龙祥社区
联合工会开展 “忆满京城 情思
华夏” 文明祭祀创意粘贴画主题
活动， 让广大职工通过此项活动
寄托哀思， 自觉摒弃 焚 烧 抛 散
纸钱 、 燃放鞭炮等陈规陋习；
九渡河镇总工会鉴于清 明 节 期
间风干物燥 、 各类火灾隐患较
多的形势， 通过会议敦促相关部
门和广大职工全面深入开展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抓好消
防责任及措施落实 ， 确保 清 明
节 期 间 森 林 防 火 工 作 顺 利 开
展； 金兴华工贸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丝路向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工会， 通过宣读倡议书、 瞻仰抗
日纪念碑等方式开展文明祭扫宣
传活动。

怀柔各级工会多举措引导职工文明祭扫

北京与新疆两地工会开展对口援助工作对接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近
日， 燕山地区东风街道总工会开
展了 “文明行为随手拍”———“创
城我先行 传递正能量”摄影作品
征集活动， 以倡导文明社会道德
风尚，营造全民创城的良好氛围。
累计参与职工近200人，投送作品
逾260件。

活动通过发现并纪录职工在
生活和工作中各类典型文明行
为， 用拍摄摄影作品参与和教育
的方式， 培育职工文明道德新风
尚，助力燕山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职工的摄影作品用最生动和
最富时代感的文明影像， 多视角
的展现了东风职工的文明意识与
行为。内容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
场所秩序、交通安全秩序、社区和
谐、文明观赏、网络文明、医疗秩

序、绿色环保生活等。
“本次摄影活动地区职工参

与面广，作品质量高，是街道总工
会标志性的品牌‘彩韵惠东工’系
列活动之一。”据东风街道总工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街道工
会将继续开展好 “我为职工办实
事”活动，团结动员地区职工为美
丽燕山建设发挥力量。

东风街道职工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文明”

中建二局装饰分公司党员聆听“微党课”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

员 王冰） 近日，中建二局三公
司装饰分公司组织40名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开展了 “缅怀先
烈守初心，传承遗志拓进路”清
明祭奠无名先烈暨共和国隐蔽
战线党史教育。

此次特别邀请了社会主义
革命期间共和国隐蔽战线的无
名英雄、中共对台情报“三杰”

之一的刘光典烈士之子、 中共
中央党校教授———刘玉平老先
生， 前往北京西山森林公园无
名英雄纪念广场， 上了一堂特
殊的党史“微党课”。刘玉平说：
“刘光典对革命充满斗志的原
因是他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
革命理论的熏陶， 了解了党的
宗旨和初心， 党对他的感召就
像黑暗中看见一盏明灯， 他决

定要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
“家很重要，但没有国就没

有家，企业也是我们的家，没有
这个平台就没有现在的生活。 ”
在场党员干部职工纷纷表示，
一定要继承先烈遗志， 将强大
的精神力量注入工作中， 立足
岗位，从一点一滴做起，持续攻
坚克难， 保障首都城市拆改装
饰项目的顺利完工。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
日， 中电建建筑集团庆祝建党
100周年百日活动之一的主题
线上活动正式启动。 本次线上
活动依托 “工家云” 小程序，
同步开展党史知识答题和健步
走两项活动。

据了解， 健步走活动除传

统个人赛外， 还创新加入了线
上团队赛， 职工以总部部室、
分公司机关、 项目部为单位在
组团时段内成团， 随时可查看
团队赛排名。 活动启动不到一
天的时间， 职工已成 “团” 过
百， 全面掀起了全员学党史、
全员健身的热潮。

据中电建建筑集团工会
相 关 负 责 人介绍 ， 集团将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学党史、
悟思想 、 办实事 、 开 新 局 ，
把感恩党 、 感恩新时代的真
挚情感转化为奋斗建功的实际
行动 ，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近
日， 房山区长沟镇总工会联合长
沟镇团委组织职工代表、 志愿者
服务队代表、 学生代表30余人，
来到西甘池村烈士陵园开展以
“缅怀革命先烈 凝聚长沟力量 ”
为主题的清明节扫墓活动， 向革
命烈士遥寄哀思， 誓言不忘工会
初心， 做好服务职工、 服务大局
工作。

现场， 随着主持人宣布祭扫
活动正式开始， 全体肃立， 在一
片庄重严肃的气氛下， 全体人员
向革命先烈默哀致敬， 并向烈士
纪念碑敬献花圈， 以表达对先烈

的缅怀之情。 在庄严的墓碑前，
党员面向党旗， 重温入党誓词。

“镇总工会把这次祭扫活动
作为一堂现场党课， 把对革命先
烈的敬仰之情化为工作的不竭动
力， 全心全意为职工办实事办好
事。” 长沟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
将号召职工群众以革命先烈为
榜 样 ， 时 刻 牢 记 革 命 先 烈 为
解放国家和民族而不惜牺牲生
命的大无畏精神和英勇事 迹 ，
以更饱满的热情和奋发进取的
精神状态投入到房山区的各项建
设中去。

长沟镇工会开展“缅怀先烈”祭扫活动

中电建集团全员学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