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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近
日， 平谷区滨河街道总工会携
手北京银行来到辖区“饿了么”
站点开展网约送餐员专场职工
沟通会，共计30余人参加。

为保障网约送餐员的休息
时间， 活动现场， 银行工作人
员对加入工会组织的网约送餐
员进行 “一对一” 服务、 “面
对面” 开卡， 最大限度缩短办
理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时
间， 现场扫码入会的网约送餐

员共计20余名。 同时， 工会工
作人员通过对海报和宣传折页
的讲解， 让网约送餐员对加入
工会能够享受的服务有了清晰
的认识， 现场指导送餐员注册
北京工会 “12351” 手机APP，
并告知如何参与工会活动。

据滨河街道总工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 下一步， 街道总工
会将以此为契机， 加快推进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入会， 采
取精准、 有效的沟通方式， 保

障他们的权益， 贴心为他们做
好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郭小雪）日前，怀柔区泉河街道总
工会在北京康益德中西医结合肺
科医院举办医护技能竞赛活动。

本次竞赛分为两个部分，第
一部分是静脉留置针穿刺与维
护，第二部分是心肺复苏竞赛。参
赛人员由北京康益德中西医结合
肺科医院各科室内部竞赛选拔产
生，共有60余名选手参加决赛。比
赛过程中，选手们动作娴熟、井然

有序、有条不紊，充分展示了医护
人员的良好精神风貌和高超的医
护技能。 此次竞赛由专业评委现
场打分，最终评出一等奖、二等奖
及团体奖。

据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此次竞赛为一线医护工作人
员搭建了展示风采、 提升业务技
能的平台，同时，在广大医护人员
中掀起了钻研技术、 苦练本领的
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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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张海伦 ）
“今天通过微课堂学习了AED使
用和基础急救知识， 老师细致的
讲解和演示让我对急救知识有了
深入了解， 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自
救、互救的能力。”近日，北京公交
集团保修分公司车身保修厂工会
举办了AED“救”在您身边“微课
堂”，掀起了职工学习的热潮。

线上培训课上， 老师传授使
用方法和应急技巧， 从发现有人
倒地，到判断是否需要急救，再到
如何施救等详细讲述了心肺复

苏、仪器使用的具体操作规范，给
广大职工上了一堂生动地“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及急救知
识普及” 线上直播课，150余人参
加了线上学习。

通过此次线上直播培训，使
职工对心肺复苏急救知识有了一
定的了解， 在今后遇到突发情况
能够进行有效处置。 据该厂工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后还将组织
定期培训， 持续提高职工应急处
置与救援水平， 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滨河街道沟通会贴心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9名劳模工匠受聘担任北京城市学院“社会导师”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10

月12日， 北京市总工会、 北京城
市学院联合举办北京 市 劳 模 工
匠进校园宣讲活动暨北京城市
学院 “社会导师” 聘任仪式。 北
京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王
敬东出席活动 。 北京城市学院
700余名师生聆听了此次宣讲活
动。

据了解， 此次活动旨在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
精神， 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牢
固树立劳动最光荣 、 劳动最崇
高、 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的
观念。 活动现场， 城市学院聘请
9名劳模工匠担任 “社会导师”，

将定期邀请劳模工匠走进校园讲
述他们刻苦钻研、 拼搏奋斗的故
事。

“首都的哥” 热情服务传递
正能量， “电梯医生” 不惧困难
“问诊” 电梯不含糊， “高压线
上的手术师” 带电作业保障城市
电力安全运行……活动现场， 全
国劳动模范陶建伟 、 王月鹏等 6
名劳模工匠先后讲述他们爱岗
敬业、 无私奉献、 开拓进取、 努
力争先的动人故事， 以及荣誉背
后 付 出 的 汗 水 和 智 慧 ， 现 场
不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劳模
工匠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
奉献， 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让

我们深受鼓舞。” 学生代表丛子
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身为

新时代的大学生 ， 将以劳模精
神 、 劳动精神 、 工匠精神为指

引， 努力提高思想觉悟， 学习知
识技能 ， 用实干与奉献报效祖
国。

王敬东指出， 工会系统和高
校要携起手来、 通力合作， 在青
年学生中广泛开展科学 劳 动 观
教育 ， 使其成为激励青年学生
奋发向上的强大正能量 。 未来 ，
市总工会将组织更多地劳模工
匠走进校园、 走近青年， 参与到
教学中来 ， 讲述奋斗故 事 ， 分
享 成 长 经 历 ， 努 力 使 劳 模精
神 、 劳动精神 、 工匠精 神 在 校
园里 、 在同学中落地生根、 开
花结果。

彭程 摄

公交保修“微课堂”助力职工急救互救技能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为大力推动网约送餐员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加入工会组
织， 不断扩大工会组织的覆盖
面， 近日， 房山区城关街道总
工会到辖区网约送餐员站点，
举办网约送餐员现场入会沟通
会， 讲解入会后可以享受的服
务， 受到了网约送餐员的积极

响应。
据了解 ， 为保证活动效

果， 在活动开展前， 城关街道
总工会结合属地实际， 精心选
址， 用心准备， 与属地 “饿了
么” “美团” 等各个外卖站点
的负责人沟通， 主动深入到属
地网约送餐员群体中了解实际
情况。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北
京工会 i会员 ”海报 、宣传折页
等方式对网约送餐员如何加入
工会， 以及入会后享受到的服
务等热点问题进行宣讲， 引导
网约送餐员通过“北京工会 i会
员”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实时“指
尖入会”。沟通会现场共有14位
网约送餐员加入工会。

城关街道职工沟通会吸引网约送餐员入会

我为职工办实事———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送送服服务务
促促建建会会

近日， 东城区体育馆路
街道总工会为地区平房物业
的20余名保安员送上工会会
员互助服务卡。 据了解， 街
道总工会以保安员、 网约送
餐员、 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群体为重点， 积极开
展专项职工沟通会， 努力探
索灵活的入会方式， 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引导
他们加入到工会大家庭中。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东城卫健委工会举办职工趣味运动会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

东城区卫生健康委工会在地坛体
育馆举办主题为 “百年华诞同筑
梦，医者担当践初心”的第二届趣
味运动会。 本届趣味运动会共有
27支代表队参加， 由驻区三级医
院、 委属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办
医疗机构的代表组成。

东城区卫生健康委工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 本届运动会共设置
挑战障碍赛、 神笔马良、 车轮滚
滚、十拿九稳、疯狂的兔子、开源
节流等六个趣味项目，共有416名
运动员参加。经过激烈角逐，东花
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东城区第
一人民医院、北京医院、东城区妇
幼保健院等10家医院分别获得团
体一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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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宣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