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咱们种的那些树都长
得挺好的， 今年又添一批。” 劳
模们一边添土 ， 一边交谈 。 近
日， 东城区在龙潭中湖公园开展
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驻区单位代
表、 劳模代表等共计200人参加，
栽植白蜡、 银红槭、 七叶树、 玉
兰、 海棠、 山桃、 山杏等乔灌木
180余株。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为
深入推进分局党史学习教育和
党员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近日，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
组织开展“重走赶考路 奋斗新
征程”职工健步走活动。局党委
成员及局属各单位共500名民
警、辅警、警务联络员参加。

活动开始前， 在船营公园
小广场举行了简短的启动仪
式。 6名特警护送党旗、 警旗
先行开路 ， 各单位民警 、 辅

警、 警务联络员陆续出发， 活
动现场氛围热烈， 参与人员均
完成了六个站点党史学习和六
公里路程。

本次活动以党中央1949年
3月23日至25日进京赶考路线
为背景， 在船营公园、 中坞公
园、 北坞公园及三山五园绿道
模拟设置西柏坡、 清华园火车
站、颐和园、西苑机场（现西郊
机场）、颐和园、香山6个站点，
全程约6公里。参加活动人员每

到达一站需按照工作人员指
引 ， 扫描活动二维码网上打
卡， 并回答一道党中央在西柏
坡和香山期间的革命活动为内
容的党史知识问题， 再向下一
站进发。

活动后，参加人员表示，这
种融合党史学习教育与健身活
动的方式，十分灵活有趣，既学
习了党史知识， 又丰富了警营
生活， 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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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近
日， 房山区总工会在区成教中心
组织基层工会召开基层组织建设
工作培训， 全区30余家基层工会
参加培训。

培训会上， 区总工会工作人
员首先介绍了新一代北京市工会
基层组织建设系统， 并对系统中
“核实单位信息 ” “信息变更 ”
“审批工作 ” “基层组织建设 ”
“会员管理” “沟通会” 等六大
模块进行了演示操作与内容答疑
讲解， 随后针对新系统上线后全

市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进行了细致
梳理。

通过此次培训， 使全体参训
人员进一步提升了对新系统的操
作使用， 为今后开展基层组织建
设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房山区总
工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全区
各单位将 以 新 系 统 上 线 为 契
机 ，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增
强服务意识、 转变思想观念、 拓
展工会组织覆盖面， 不断推动房
山区工会系统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迈上新台阶。

房山区总工会召开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培训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记者
从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首都职工
志愿服务运行中心了解到 ， 近
日， 首都职工志愿APP完成了升
级， 新版本不仅对多项平台功能
进行完善 ， 还推出了 “爱心基
地” 模块， 在模块中， 将不定期
上架爱心激励物品， 职工志愿者
可使用 “时间储蓄” 换取 “爱心

物品”。
据了解， 为了加强首都职工

志愿服务工作的便捷性， 2015年
7月起， 首都职工志愿服务运行
中心建立了首都职工志愿服务信
息平台， 平台包括首都职工志愿
服务网、 首都职工志愿APP以及
首都职工志愿服务后台审核管理
系统。

此外， 旧版本中的分享模块
也 “华丽变身 ” 为 “志愿秀 ”，
新版面较从前更加简洁清晰， 分
享交流也更加便捷。 今年， 运行
中心将继续围绕平台功能， 广纳
基层建议， 继续在电脑端和手机
客户端加大优化力度， 以多元化
的平台建设， 助推志愿服务迈向
精品化。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近日，怀柔区总工会在开
放路沿线开展了“擦亮公共设施，
弘扬文明新风”志愿服务活动。活
动中， 区总工会机关全体党员干
部职工、 全体专职工会社会工作
者、 龙山街道总工会和泉河街道
总工会首都职工志愿服务大队共
计400余人参与志愿服务，彰显文
明战线“工会志愿蓝”风采。

活动中， 工会志愿者身着蓝
马甲，手拿扫帚、抹布、水桶、夹子
等工具分工合作， 擦拭主干道两
侧公益广告、 公共座椅、 宣传橱
窗、捡拾沿路垃圾等，用实际行动
展示文明风采。

“怀柔区总工会为切实发挥

志愿服务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发
挥民力的作用，推出文明战线‘工
会志愿蓝’品牌项目。 ”据区总工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品牌项目
以区总工会首都职工志愿服务总
队为引领， 紧密团结镇乡街道总
工会、 直属基层工会志愿服务大
队和各基层工会志愿服务队，积
极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目前， 怀柔区共组建各级职
工志愿服务队42支， 职工志愿者
10342人。 下一步， 怀柔区总工
会将发挥自身优势动员广大职工
志愿者， 从身边小事儿做起， 倡
导文明行为， 为助力全国文明城
区创建工作扎实有序开展贡献工
会力量。

怀柔400余职工志愿者助力创城倡导文明

首都职工志愿APP推出“爱心基地”模块

外企服务集团万名职工线上学党史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通

讯员 郝佳 ） “通过学习党
史， 我深刻认识到， 党史是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
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进行的探索史、 奋斗史、 创
业史。 认真学习党史， 能让我
们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养分和智
慧。” 一名参加党史学习教育
的职工说。

日前， 北京外企服务集团
外资企业工会联合会启动了
“学党史 、 悟思想 、 办实事 、
开新局” 党史学习教育， 万名
外企职工参与学习。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向纵
深发展， 外资企业工会联合会
创新学习方法， 以职工喜闻乐
见的寓教于乐方式， 将党史学
习教育与健走相结合 ， 依托
“工会e家”， 开展以 “革命精
神、 薪火相传” 为主题的线上
健步走活动。 活动选取有代表

性的 “红色地标”， 设置了行
程地图， 起点为浙江嘉兴南湖
红船中共诞生地 ， 途经井冈
山、 遵义、 延安、 西柏坡等重
大历史事件发生地。 职工可通
过程序实时记录线下步数， 每
到一站程序自动解锁， 可点击
相关站点历史信息进行学习。
从井冈山烽火到遵义会议 ，从
延安精神到西柏坡“赶考”……
在重温党的伟大历程的同时，
让职工以健康的身心、 饱满的
热情庆祝建党100周年。

“此次活动将党史教育融
入职工日常工作生活中， 通过
亲耳听、 亲眼看、 亲身悟的方
式，让党史教育‘活’起来，让广
大干部职工亲身感受到党的百
年光辉历程，铭记在心。 ”外资
企业工会联合会主席卢勇说。

据悉， 健步走活动分为两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3月23日
到3月29日， 历时7天， 党史学

习资料浏览量突破10万， 累计
步数超过2亿步， 相当于完成
了16次长征的总里程。 第二阶
段计划于6月17日至6月30日举
行， 将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在
建设、 改革、 复兴事业等方面
的丰功伟绩， 使广大职工充分
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苦难中铸就
辉煌、 挫折后毅然奋起、 探索
中收获成功 、 转折中开创新
局、 奋斗后赢得未来的百年历
史主题。

“学习百年党史， 最重要
的目的是寻根溯源 、 感悟初
心、 牢记使命， 不仅要震撼一
瞬间、 激动一阵子， 而且要铭
记一辈子、 影响一辈子。” 卢
勇表示， 外资企业工会联合会
将继续以党史学习教育为主
线， 以职工需求为导向， 切实
落实 “我为职工办实事”， 更
好地服务职工 ， 做好职工的
“娘家人”。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延庆区总工会在香水园街道举办
基层工会换届工作培训， 来自全
区55个基层工会的110名工会工
作者参训。

2021年是延庆区基层工会集
中换届年， 为确保基层工会换届
工作顺利进行， 延庆区总工会特
邀北京市工运理论研究会会长何
广亮授课。 何广亮从换届选举工
作的意义、 会前筹备、 大会流程
和会后工作四个层面入手， 就如
何依法依规开展换届选举工作进
行了培训， 为全区换届工作顺利
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通过此次培训， 让基层工
会干部对换届选举程序 、 选举

办法 、 会议议程等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我们将以此次基层工
会 换 届 为 契 机 ， 制 订 工作方
案， 建立工作制度， 努力在服务
大局、 服务基层、 服务职工上取
得新成效。”

延庆区总工会举办基层工会换届培训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卢珊 李林鑫） 医务人员、街道干
部、职工志愿者、保安、保洁……
清明节假期， 西城区总工会集中
慰问疫苗接种服务保障人员，并
为他们送上慰问品。

在牛街街道西里二社区便民
接种点， 慰问组详细询问了居民
疫苗预约流程、 信息登记、 接种
进度等情况， 对坚守疫苗接种岗
位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在
西城区疾控中心， 慰问组详细听
取全区疫苗接种情况， 察看接种
流程、 应急情况处理流程、 疫苗
储存等情况。 在德胜街道北京科
学中心便民疫苗接种点， 慰问组
看望了坚守在信息登记区、 疫苗
接种区、 留观区等重点区域的医
务人员、 区派和街道干部、 辖区
志愿者， 对他们舍小家、 为大家
的行为给予充分肯定。

“街道干部现在可谓 ‘节日
无休’， 希望通过我们的志愿服

务， 让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中感受
温暖。” 职工志愿者、 来自华远
集团的潘伟表示， 做志愿者让他
特别有成就感， 尤其在节假日参
与志愿服务， 感觉时间过得特别
充实、 有意义。

当日， 正在该接种点值守的
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表
示， 自疫情出现以来， 街道总工
会一直全力支援和参与疫情防控
工作 。 此前 ， 已经购买暖心物
资 ， 慰问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
员。 同时， 还对抗击疫情中表现
突出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进行
了表彰。

西城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西城区疫苗接种已突破100
万人， 取得阶段性成果， 作为职
工 “娘家人”， 区总工会不仅为
疫苗接种服务保障人 员 送 来 慰
问品 ， 还将为街道总工会拨付
专项慰问资金， 为疫情防控再出
一份力。

西城区总工会慰问疫苗接种服务人员

职工志愿者可使用“时间储蓄”换取“爱心物品”

劳劳模模代代表表
添添新新绿绿

500名海淀干警重走“赶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