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上下两层楼 ， 共计 1000平方
米， 包含健身中心、 心理减压
室、 动感单车室、 母婴室、 理
发室、 医务室等在内的首开集
团职工之家近日建成并投入使
用。 随之一同建成的， 还有集
团的 “尚责书屋”， 线上线下
阅读有机结合， 实现了线下书
屋管理方式智能化、 数字化、
便利化。

据了解， 首开集团工会一
直把“书香首开”建设作为创新
建家服务、 激发企业活力的重
要工作，推动“尚责”文化落地
落实 。2017年开始 ， 集团建立
“书香首开” 网上数字图书馆，
为职工提供 “24小时无障碍无

边界”的阅读服务。今年，集团
工会推动线上线下阅读的有机
结合，在“尚责书屋”引进了中
版集团的融媒体智能书柜，破
解了数字图书书目种类受限的
难题， 向职工提供更精准有温
度的文化服务。

为推进集团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集团工会严格审核、
精挑细选， 专门购置一批党史
读物、红色经典，设立党史学习
教育精品图书专柜， 为集团党
员群众学习提供新的便利途
径， 帮助职工在阅读中回顾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

多年来， 集团工会坚持抓
好制度规范， 保证基层职工之
家实体化建设的规范化， 同时

开展建设观摩、优秀表彰活动，
做深做实建家工作， 基层单位
职 工 之 家 实 现 实 体 化 覆 盖
100%。在集团 ，职工之家已经
成为员工休憩身心、 赋能充电
的港湾，成为首开“尚责”文化
接续传承的驿站， 更成为凝心
聚力推动企业发展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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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要
始终以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用
户至上的工匠精神建设工程。”
“五一”节即将来临，中建一局
三公司在辛庄村 I区棚改项目
开展“全国劳模进工地讲党史”
活动，全国劳模、中建一局三公
司总经理助理王广利以 《学党
史践初心，热忱为民服务》为主
题，把党课开在工地，让党史学
习教育真正“活”起来。

王广利分享了党的历史上
榜样人物故事， 并结合工作经
历，讲述自己刻苦钻研、改革创
新、 攻坚克难的故事。“当时正
值寒冬， 我是项目工程的负责
人， 工程进度和施工质量就是
我的首要大事， 我一步也不敢
离开工地现场，紧盯项目工程，
冰冷的汽车就成了我的值班室
和临时卧室。”他表示，作为一
名建筑人， 为人民群众创造安

业、安居、安康、安心的工作生
活场所， 是自己的奋斗目标和
努力方向。

“近距离聆听老劳模讲党
史， 激发了我学习党史的主动
性， 我会继续认真研读学习党
史，做到学以致用、以学促用，
在日常工作中践行公司 ‘匠心
筑品质’企业品格，发扬工匠精
神。” 辛庄村I区棚改项目青年
党员于磊说。

朝阳密云两区工会携手开展助力乡村振兴系列活动

中建一局三公司全国劳模讲述红色故事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免费观影、游园、网球体
验、领取创城宣传品和洗衣券、换
领“糖果书屋兑换券”……在“五
一”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怀柔区
总工会将开展欢乐“五一”系列会
员专享服务活动。

此次活动涵盖生活服务、文
化娱乐、旅游和健身等方面。 4月
30日12点至6月30日期间，凡怀柔
区持有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在
职职工 ， 可通过手机北京工会

12351APP预定成功后，现场扫码
领取电影票、 景区门票、 洗衣券
等， 并可用手中的旧书到糖果书
屋现场换取“糖果书屋兑换券”享
受规定服务项目内容。

据悉， 此次活动计划免费发
放电影票9000张、景区门票11289
张、“糖果书屋兑换券”5000张、洗
衣券2000张； 免费发放创城宣传
品（优美家旅行壶）2500份；免费
网球体验1000人次， 预计服务怀
柔区职工3万余人次。

建建工工二二建建开开启启““大大干干6600天天””劳劳动动竞竞赛赛
27日，北京建工二建公司“大干60天，确保洺悦湾结构封顶，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 暨2021年劳动竞赛誓师大会在大兴旧宫项目部举行，动
员公司全体建设者全力推进各项目施工，加快工程建设步伐，确保工程
全面优质履约。 本报记者 曹海英 于佳 摄影报道

大栅栏街道总工会慰问疫苗接种医务人员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王阳 王绍旸）近日 ，大栅栏街道
总工会对新冠疫苗接种点的医务
工作者及服务保障人员进行慰
问，为其送上了慰问品。

据了解， 大栅栏街道总工会
为落实西城区总工会疫苗接种专
项慰问精神， 感谢工作在疫苗接

种点的医务工作者及服务保障人
员的辛苦付出， 在甘井胡同和延
寿街疫苗接种点开展慰问活动，
为他们送上酸奶和牛奶。

接种点工作人员表示， 将继
续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严谨的工
作作风投入到疫苗接种工作中，
筑起防疫屏障。

怀柔区总工会推出“五一”会员专享服务

15万朝阳职工将游密云感受新农村变化

精准服务职工文化需求

首开集团职工之家和“尚责书屋”建成投用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手
捧书籍，弘扬“红色”精神；回忆
党史，走“红色”路线；颂歌献党，
传承“红色”精神……近日，创馨
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职工书屋启
动仪式暨读书会活动在公司职
工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公司各部
门的30余名职工用朗诵等形式，
交流分享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心
得体会。

此次活动共分三个篇章 ，
《阅读·经典》《悦读·添香》和《越
读·启航》。 职工分别从好书荐
读、经典诵读、赠书等环节进行
交流。活动后，与会人员参观并
体验了职工书屋。 闫长禄 摄

创馨园林绿化公司职工诵读红色经典

天桥街道数千名职工有了新“当家人”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随着天桥小区社区联合工会换届
选举工作的顺利结束， 西城区天
桥街道总工会圆满完成了2021年
度辖区各社区联合工会的换届选
举工作。 辖区数千名职工有了新
的“当家人”。

“为了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顺

利进行， 街道工会工作人员精心
准备，实施中规范有序，为后续工
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街道
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天桥街道
总工会开展了党史知识问卷答题
活动，号召全体职工学党史、知党
恩、跟党走，为建党百年献礼。

创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职工书屋揭牌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近
日， 由朝阳区总工会、 密云区总
工会共同举办的 “庆祝建党100
周年， 助力乡村振兴” 朝阳职工
游密云系列活动， 在密云区巨各
庄镇蔡家洼村玫瑰情园启动。 该
活动预计将带动15万朝阳职工来
密云， 感受新农村变化， 助力密
云乡村振兴。

据了解， 朝阳区总工会、 密
云区总工会加强协作， 从即日起
至年底， 在密云区的古北口村 、
金叵罗村、 蔡家洼村三个 “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 与密云红色
教育基地相结合， 推出东、 中、
西3条旅游线路， 采用线上抢票、
职工春秋游、 党建活动、 优惠购
买特色农副产品等方式， 持续开
展朝阳职工游密云活动。 活动期
间， 朝阳职工还可免费参观密云
水库文化展览展示中心、 白乙化
烈士纪念馆、 英雄母亲邓玉芬主
题文化广场、 古北口保卫战纪念
碑等红色教育基地。

2020年9月， 朝阳和密云两
区总工会在两区 《结对协作框

架协议》 的基础上 ， 签订了两
区 工 会 结 对 协 作 框 架 协 议 。
半年多来 ， 通过开展朝阳职工
游密云和消费扶贫等活动， 累计
带动密云老百姓增收近 2000万
元， 极大地促进了密云乡村旅游
业的发展。

“今年五一劳动节来临之
前， 我们已经完成了6000张套票
的抢票和发放工作。 预计将有万
余名朝阳职工在这个小长假来密
云观光旅游。” 朝阳区总工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 朝阳区总工会调

动辖区下属各级工会组织采取集
体组织和抢票预订相结合的方
式， 动员更多朝阳职工到密云感
受新农村建设发展的巨大成就，
营造爱农支农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 为了能给广大职工
提供安全、 优美的参观环境和热
情、 周到的服务， 密云区总工会
高度重视， 成立工作专班， 协调
公安、 交通、 文化旅游等部门大
力支持配合。 同时， 与古北口、
巨各庄、 溪翁庄镇党委、 政府召
开专门会议， 制定接待方案和应

急预案，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潘建新 ， 密云区委副书
记、 政法委书记、 人大常委会主
任朱柏成， 区政协主席杨珊， 区
委常委、 副区长朱锡才， 朝阳区
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张永新等
领导出席活动现场。 密云区政协
副主席 ， 区总工会党组 书 记 、
主席何丽娟主持启动仪式。 朝
阳区各级工会干部、 密云区直属
工会主席及职工代表近500人参
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