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石海芹 通讯
员 王珂珂） 近日，中铁六局电务
公司工会开展“情暖劳模”精准服
务行动， 走访慰问了北京通号项
目部劳动模范、 金牌员工等先进
获得者代表， 感谢他们为党的事
业、公司的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并送上慰问品和祝福。

该公司工作部负责人表示，
劳动模范用智慧和汗水在平凡的

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为公
司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项目部工会要尊重劳模、 关爱劳
模， 完善劳模政策、 落实劳模待
遇，把党和公司的关心、关爱送到
劳模的心坎上；要提升劳模地位，
发挥劳模作用， 影响和带动更多
职工特别是青年一代争当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
匠，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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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为建
设副中心做出贡献的一线执法人
员带去慰问， 为劳模和困难职工
送去关爱，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给予关怀……近日， 通州区总工
会启动 “一起过大年， 一起向未
来”送温暖活动，分批次将节日的
问候送至各行各业的一线职工。

“你们一直以来坚守岗位，为
副中心的市场稳定和消费安全做
出了重要贡献，大家要保重身体，
过一个祥和年、幸福年！ ”通州区
政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区
总工会主席尚祖国代表区总工会
向近500名通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线执法人员送上了新年大礼
包，鼓励他们坚守岗位，为优化副
中心营商环境再创佳绩。

“手套、耳罩和护膝，都是我
们送快递时最需要的，‘娘家人’
替我们想到前面了！”通州区台湖
镇次渠大街次渠邮政所的一名
EMS快递员打开新年大礼包后高
兴地说。 此次慰问中，近500名通
州区邮政局EMS快递员收到了区
总工会的“专属”慰问品，直言“东
西既贴心又实用”。

在北京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
司， 通州区总工会为留京过年的
仓库操作员、 驾驶员等2000名一

线职工送来了价值5万元的慰问
品。 “工会给咱送温暖，留京过年
不孤单！ ”苏宁易购北京大区北京
物流公司总经理胡潘说。

此外， 区总工会还分批次前
往各街道、乡镇工会，慰问了基层
工作人员、劳模以及困难职工，为
他们加油、打气。 “劳模、困难职工
不能落下， 建设副中心的一线职
工不能忘，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更
不能少。 ” 通州区总工会党组书
记、 常务副主席关平说，“在下一
步的慰问活动中， 我们将拓宽慰
问行业和群体， 并根据行业特点
和职工需求精准制定慰问方案。 ”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目
前， 自动体外除颤器在门头沟区
总工会已安装完成， 为确保干部
职工能够正确使用设备， 掌握相
应的应急救护知识，近日，门头沟
区总工会职工互助保障代办处特
邀健康讲师， 对机关全体干部职
工开展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及现
场急救培训。

此次培训采取理论知识讲授

与救护技能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
式， 利用人体模型操作演示了现
场心肺复苏技能、 气道异物阻塞
应急救护技能和自动体外除颤器
操作使用方法。“通过培训， 切实
增强了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
能力， 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紧急
情况时，能够学以致用，抓住短暂
的急救‘黄金四分钟’，争分夺秒
抢救生命。”职工们表示。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穿的暖不暖？送餐途中
要注意安全， 做好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近日，怀柔区总工会党
组书记、副主席樊晓娟带队，与区
委组织部、区市场监管局、区商务
局等相关部门组成慰问组， 分别
走访了中通快递、饿了么、美团外
卖企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慰问组一行来到中通快递公
司， 看望分拣工作流水线上紧张
忙碌的快递员， 对职工的辛勤劳
动表示感谢。在饿了么、美团外卖
公司，慰问组与外卖员亲切交谈，
了解了职工的工作情况以及在高

峰时段的工作状态。每到一处，慰
问组都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
并将“温暖包”发放给快递员、外
卖员， 并叮嘱大家要扎实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提高安全生产意识。

樊晓娟介绍，近年来，怀柔区
快递员、网约车驾驶员、外卖送餐
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
增加， 服务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群体是工会组织义不容辞的责
任。 本次送温暖活动将对全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进行集中慰
问，共涉及外卖员、快递员、大货
车司机等行业职工1000人左右。
下一步， 区总工会将立足服务大

局，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
更新服务理念、拓宽工作思路、创
新方式方法， 不断加强与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群体的沟通联系，全
方位多角度做好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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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总工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北建大测绘与城市空间信息学院分工会为教师搭建职业发展平台

北京建筑大学测绘与城市空
间信息学院周磊老师近日收到好
消息———他破格评上了正教授 ，
与他同时参评的10位本学院教师
也全部评上高级职称。 他们取得
这样的佳绩， 离不开该学院分工
会为教师搭建的职业发展平台。

周磊于2017年调入北建大测
绘与城市空间信息学院地理信息
系，按照正常职称评审流程，他应
该是5年一晋升，但在学院分工会
的帮助下 ，38岁的他于2021年申
报了正高职称。“‘娘家人’为我们
创造了一个温馨的成长环境，通
过多种活动塑造团队凝聚力。这
使得教职工群体积极向上， 大家
专心于自己的科教事业， 有了好
的经验互相分享， 特别有利于我
们开阔工作和科研思路。”

周磊告诉记者， 学院分工会

提供的帮助极具分量， 比如每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
工会都会联系专家给予实用性建
议， 而这个项目的成功申请对职
称晋升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工
会经常安排在发表论文、 申请专
利等方面有经验的教师分享心
得， 还组织过多次职称评审交流
会，由已成功“上岸”的教师指点
申报者如何自我介绍 ， 如何做
PPT， 如何展现研究成果等。“过
去我与工会接触不多，认识不深，
现在我切身感受到工会对职工的
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该学院现有教职工65人，其
中专任教师53人。 截至2021年12
月， 全院具有高级职称的教职工
共有41人，占到专任教师的77%，
其中14位正教授、27位副教授，这
个比例在北建大各学院中位居前

列。该学院党委书记、分工会主席
聂跃梅介绍， 秉承建设 “和谐凝
聚”“干事创业”“特色文化” 之家
的理念， 学院分工会积极为教师
搭建学习、发展、展示的平台，促
进教师的职业发展与成长 。2021
年由分工会牵头， 组织了教学技
能、科研项目、基金申报和SCI论
文写作等多方面的讲座、 培训和
研讨交流会， 又牵头联手学校学
术委员会开展职称晋升预审与预
答辩， 由该学院多名经验丰富的
教授对申报职称教师的材料进行
审核和修改， 并开展预答辩现场
指导等活动。

“众人拾柴火焰高”。2021年，
该学院成功获评高级职称10人，
申报人员全部通过， 在全校各学
院的职称晋升人数中比例是最高
的。

36岁的胡平波也是10位新晋
升教师中的一位。 他于2019年博
士毕业进入该学院， 进校后开始
读博士后。 他说年轻教师刚到学
校不久，科研成为最大的问题，是
学院分工会为他们搭建了发展平
台， 比如帮助申请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组织不同研究所的年轻人
相互交流，助力他们开阔视野。受
疫情影响， 青年教师这两年无法
去国外交流， 工会又联系了之前
去国外做研究的教师分享国外最
新研究领域进展， 让他们获得不
少启发。

同时， 该学院分工会邀请院
长等专家指导青年教师如何上
课，提醒他们在哪些方面要注意，
甚至细致到板书怎么写 、PPT怎
么调色、 字体使用多大号适合观
看等。 胡平波以前没给本科生上

过课， 以为把PPT做好讲好就足
够了，但专家告诉他要注意语速，
从学生方面去理解， 多与学生互
动，免得学生跟不上讲课速度。得
到指点的他茅塞顿开， 在学校教
学评价系统中获得学生好评的次
数有了显著提升。“工会真的是贴
心为教职工服务， 促进了青年教
师的成长。”2021年底， 他博士后
顺利出站并成功评上副高职称。

除了推动教职工的职业发展
外， 该学院分工会还帮扶因病致
困的教职工，解决教职工的住房、
家属落户等后顾之忧， 为因疫情
影响暂时无法回国的访学教师寄
去防疫物品等具体举措，让“测绘
一家人” 微信群中的每一位教职
工时时体会到“娘家人”的温暖。
2021年，该学院分工会被评为“北
京市模范职工小家”。

“工会给咱送温暖 留京过年不孤单”

怀柔区总工会慰问千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走进北京市模范职工之家

□本报记者 任洁

“‘娘家人’为我们营造了温馨的成长环境”

项项目目职职工工
喜喜迎迎新新春春

春节即将来临， 近日， 中建
一局二公司北京城市副中心160
项目职工挂起红灯笼， 贴上春联
和福字， 欢欢喜喜迎接新春佳节
的到来。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李玉明 孙婉婷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耿硕） 近日， 长城伟业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凯利特公寓举办了 “喜
迎新春———快乐包饺子”活动，以
丰富中科院空天院、 物理所等科
研院所科研人员及高精尖企业工
作人员的文化生活需求。

在准备工作就绪后， 各位科
研人员自由成组， 开始了紧张忙
碌的包饺子活动。大家热情满满，
边学边做，一个个五彩缤纷、形态

各异的饺子呈现眼前。 一位来自
空天院的职工说 ：“因为疫情原
因，没有回家与家人团聚，但是通
过此次活动，感受到了‘家’的味
道，‘家’的温暖。”

据长城伟业公司工会主席梁
晓晶介绍， 此次不仅有包饺子活
动，还开展了体验咖啡制作、糖葫
芦制作等有趣环节， 调动了广大
职工的参与热情， 提升了职工的
归属感与获得感。

长城伟业凯利特公寓组织科研人员感受年味

中铁六局电务公司工会慰问劳模先进通州区总工会暖心慰问3000余名一线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