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寻寻足足迹迹 听听党党话话 跟跟党党走走
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黄巍 ２０21年 １1月 １7日·星期三

我我为为职职工工办办实实事事
工会·新闻
04

我为职工办实事———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中建二局三公司西南分公司南充
项目工会为一线职工爱心理发，
解决疫情期间建筑工地封闭管理
中的理发难问题，深入推进“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据了解，为加强疫情防控，保
障施工现场安全生产， 该项目工
会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和
措施，工地实行全封闭管理，最大
程度减少现场人员外出流动，降

低传播风险和减少交叉感染风
险。承担本次服务的“黄继光志愿
服务队” 志愿者为解决职工们理
发需求， 在做好自身消毒防护措
施的前提下，设立“爱心理发站”，
为职工进行“爱心义剪”，切实关
爱一线职工的日常生活。

“疫情期间正愁没地儿理
发， 理完后人清爽了许多， 施工
生产更有干劲儿了！” 负责水电
安装的一名职工笑着说。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近
日， 东城区龙潭街道总工会在
每日优鲜（广渠门南小街店）开
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岗位练兵
活动， 以推动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 进一步发挥职业技能岗位
练兵活动在新业态企业中人才
培养、激励等方面的作用。本次
活动共有36名快递员参加。

据了解， 此次练兵活动以
理货打包作为主要内容， 希望
以此提升快递员的整体业务水
平。 按照要求， 快递员自接单
起，到货物全部打包完成，需在
5分钟之内处理完毕。在保证速
度的同时， 还要确保货物大不
压小、重不压轻、生熟分开、水
产品和鲜花单独打包， 且操作
全程必须佩戴口罩和手套。

活动中， 快递员在胸前贴
上号码，根据订单内容，从货架
上迅速找到相应货品， 并拿到

理货台上按单分拣， 快速整理
并进行打包。打包完毕后，由三
位裁判根据快递员操作速度及
打包合规度， 在相应号码的评
分表上现场打分，并予以讲评。

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本次岗位练兵活动，让
快递行业职工强化了竞争意
识，发现了自身不足，提高了整
体素质，让职工们以更加团结、
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投入今后
的工作中。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为
了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切实感
受到“家”的温暖，连日来，昌平
区霍营街道总工会积极走访辖
区相关企业，为快递员、外卖员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了一
份由保温杯、手套、围巾、口罩
组成的“温暖包”。

据了解，“双11”过后，快递
员、外卖配送员进入了“战时”
状态。然而，京城的“速冻寒潮”
给小哥们本来忙碌的工作不断
加码，配送任务更加艰巨。在收
到“温暖包”后，一位快递小哥

高兴地说：“以往都是我给别人
送快递， 今天收到了属于自己
的包裹，感觉特别暖心。”“这份
礼物来得太及时了， 我们工作
忙，围巾都还没顾得上买，这下
送货的时候不怕冷了。”另一位
快递小哥说。

除了送温暖外， 霍营街道
总工会还积极搭建桥梁， 借力
“吹哨报道” 机制， 协调城管、
社区， 选定了社区中符合条件
的临时场地作为备用分拣点，
并且在不违反相关城市管理规
定的前提下， 为代收点在促销

时段的快递分拣提供一定便利
条件 ， 解决了快递驿站 “双
11” 爆仓而导致快递无处安放
的问题。

中铁物贸鲁班公司职工“云”上答辩展技能

中建二局三公司项目工会为职工“爱心义剪”

“过去的活动中心，屋里黑乎
乎的，墙皮都脱落了。 装修后，这
里窗明几净，空间布局更加合理，
感谢校工会为教职工办了一件实
实在在的好事。 ”刚刚去翻新后的
教职工活动中心一睹为快的北京
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
师王曼兴奋地说。

王曼所说的教职工活动中心
装修工程， 正是北京外国语大学
工会2021年为教职工办的 “十件
实事”之一。该校工会早在一年前
就开始谋划，按照“教职工所急、
学校所能”原则，在全校范围内征
集十件实事， 实事内容既服务学
校中心工作， 又维护教职工的合
法权益， 确保将其做成教职工的
“心上事、暖心事、实在事”。

配合校庆做好服务 确
定“实事”具体内容

今年年初北外召开第十次党
代会，又恰逢建校80周年。为全面
落实党代会精神， 配合校庆做好
服务工作， 校工会多次开会专题
研究，确定了“十件实事”的具体

内容，涉及教职工子女教育、办公
环境改善、 职工福利待遇等多个
方面， 主要内容包括东院操场改
造升级；实施教职工暖心工程，支
持“教工之家”建设；提高教职工
交通补贴标准； 设立在职职工关
爱基金； 装修改造西院教工活动
中心等， 经学校校党委常委会审
议通过后逐项实施。

东院运动场一直是教职工业
余时间开展活动的主要场所，多
年使用下来出现跑道和草坪老化
问题。 为了给教职工提供更舒适
的运动环境， 在校友的大力支持
下， 北外工会对东院运动场进行
彻底翻新， 在第十五届教职工运
动会开幕之际投入使用。 奔跑在
弹性十足的跑道上， 教师们纷纷
对学校工会为教职工办实事的行
动竖起大拇指。

西院教职工活动中心自投入
使用以来已近20年， 部分设施老
旧，墙皮也已脱落。在学校相关部
门的支持下 ，2021年校工会对活
动中心的公共区域、乒乓球、台球
等活动室进行装修改造， 焕然一

新的活动室设施齐全， 彻底改变
了过去昏暗陈旧的模样。 因为刚
刚装修完，屋里需要通风，加上疫
情的关系， 活动室近期暂时没有
开放， 但很多教职工闻讯后都兴
致勃勃地前来“勘察地形”，王曼
就是其中一员。 “如今的活动中心
宽敞明亮，又进行了重新布置，太
赞了， 相信将来大家会踊跃到这
里来活动。 ”

此外， 在学校基金会的支持
下， 校工会设立在职职工关爱基
金，作为工会大病慰问的补充，为
因病或其他变故造成相对困难的
教职工提供帮助。

2018年起每年面向全
校广泛征集、科学立项

北外工会的“十件实事”项目
可不是2021年的“昙花一现”。 据
了解，从2018年以来，北外党委为
了给教职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生
活和学习环境， 增强教职工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决定每年为教职
工做“十件实事”，作为学校联系
广大教职工的桥梁纽带， 校工会

负责统筹相关具体工作。
为此， 北外工会充分发挥工

会职能， 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征求
“十件实事”具体诉求，涉及教职
工关切的职称评审、职级晋级、福
利待遇、校园环境改造等多方面。
针对教职工提出的诉求和建议，
校工会深入调研基层工会运行状
况，倾听教职工呼声。 在教代会、
会员代表大会、 工会委员会和各
专门委员会会议上， 校工会对涉
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进行专
题讨论，经过梳理确定最重要、最
紧迫且具备条件落实的事项，上
报学校党委批准后科学立项并公
示， 充分保障教职工的知情权和
监督权。

建立定期交流机制 确
保“实事”件件有着落

由于“实事”的具体办理涉及
多个部门，在实施过程中，工会与
相关部门特别是主责部门多次沟
通协商。 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
率，该校工会建立定期交流机制，
由主管领导牵头召开协调会，相

关部门共同参加、共同推进，并定
期检查，确保“十件实事”件件有
着落，获得教职工的广泛认可。

截至11月15日，2021年“十件
实事”大部分已完成，仅有一项因
为涉及工程施工正在积极落实，
力争年底前完成，2022年 “实事”
也已进入征集阶段。与往年相比，
目前校工会接到的咨询电话次数
更多， 不少二级单位和个人都来
电询问他们提出的项目能否列入
明年计划。 “这表明广大教职工和
相关部门对这个项目越来越关
注，越来越期待。 ”北外工会常务
副主席梁炳超说。

北外“十件实事”的做法得到
市教育工会的肯定， 给予了高度
评价。 在今年北外工会换届大会
上，北京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
席韩世春在致辞中指出， 北外工
会牵头统筹协调全校资源为教职
工办实事， 是北京高校工会服务
教职工的一个成功案例， 在服务
职工、 服务学校建设方面发挥了
显著作用，要深入总结经验，做出
新的更加突出的成就。

□本报记者 任洁

件件暖心，为教职工幸福“加码”

霍营街道快递小哥喜获工会“温暖包”

本报讯 （记者 石海芹 通讯
员 孙晓娟） 近日，中铁物贸集团
鲁班公司开展2021年 “码上攻坚
再赋能”专项劳动竞赛决赛。北京
研发中心、 济南研发中心和成都
研发中心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坚克
难，共选派5名参赛选手“云”上参
加决赛。

据了解， 此次参赛选手和劳
动竞赛评审委员会委员齐聚云
端， 决赛分PPT展示和现场答辩
两部分。 PPT展示以完善细节、为
用户提供更加优质服务， 以及物
资系统和机械设备管理系统研
发、 智慧供应链平台解决方案等
平台建设为主， 采取系统展示解
说方式。“此次竞赛也是考验选手

快速反应能力和软件研发的技术
熟练程度。”据鲁班公司工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 答辩环节是对参赛
选手实力的极限考验， 在完成评
委提问后， 选手要快速做出精准
回答，听题、答题，全过程需要参
赛选手们一气呵成。

“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
鲁班公司对职工服务水平的要求
是不仅要深度理解产业， 更要提
供服务于不同场景与功能的解决
方案，在商业创新与技术创新下，
迎接新兴市场的星辰大海。”该公
司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决
赛后， 公司全体职工将继续逐梦
前行，加入“决战决胜四季度”劳
动竞赛的战场。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感
谢工会为我们送上的关爱， 既暖
心又贴心。”为了让女职工切实感
受到党、 政府和工会的关怀与温
暖，近日，门头沟区总工会组织近
500名中小微企业女职工进行免
费健康体检。

门头沟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王九中表示， 区总工会女

工委精心组织筹备， 积极与体检
中心协调沟通， 为本次体检工作
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 通过体
检， 使女职工能够及时全面了解
自身的健康状况 ， 提高健康水
平， 激发女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确保女职工以健康的体魄、 愉快
的心情投入到绿水青山门头沟建
设中。

门头沟中小微企业女职工享健康体检

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会2018年起每年扎实办好“十件实事”

龙潭街道举办快递职工岗位练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