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
员 姜青云 ） 记者近日从中关
村科学城工会了解到， 北京冬
奥会期间，来自通标标准、中电
兴发、清新环境、博彦科技等23
家非公高科技企业的60余名职
工齐聚中关村科学城总工会职
工暖心驿站，观看冬奥会，感受
冰雪运动魅力。同时，中关村科
学城各级工会也组织职工以各
种形式关注赛事， 共享冬奥的
激情与快乐。

“北京冬奥会是中国为世
界交上的一份完美答卷。”在中
关村科学城总工会职工暖心驿
站， 看完多项赛事后的在场职
工纷纷为运动员以及北京冬奥
会点赞。 来自中电兴发职工王
鲜的女儿仰着头用稚嫩的声音
说：“我也要去学滑冰， 哥哥姐
姐们太棒了， 我也要像他们一
样厉害”。王鲜鼓励女儿要学习
运动员的拼搏精神， 只有克服
困难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精彩
纷呈， 中关村科学城各级工会
也组织职工以各种形式关注赛
事，共享冬奥的激情与快乐。

佳讯飞鸿副总裁余勇回忆
起2月14日与同事一起观看徐
梦桃夺冠的比赛直播， 激动地
说：“身为一名中国人， 我很荣
幸站在这片热土之上， 感受着
这份骄傲、这份荣光，祝愿祖国
繁荣昌盛。”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我
是一名大学生志愿者， 没想到
14年后的今天， 我非常荣幸能
现场见证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
北京颁奖广场。”拉卡拉的陈文
蕾说起2月7日在首都体育馆观
看1000米短道速滑比赛， 依然
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本来比
赛只剩下四圈， 却因故需要重
赛。武大靖体力严重透支，用手
势示意任子威先走， 他在后面
压住线路保护着队友。 看到这
里我和同事都心潮澎湃， 不停

地高举和抖动手中鲜艳的国
旗，这就是团队精神。

传统冰雪项目与奥运元素
碰撞， 也点燃了职工们参与冰
雪运动的热情。 中关村软件园
企业联合工会在午间创享汇
“冰雪迎冬奥” 主题活动中，设
置了陆地冰壶、 冰球等冰雪体
验区、冬奥吉祥物人偶合影区。
来自快手的职工通过参与游戏
赢得一个“冰墩墩”，满脸兴奋
地说：“整个人都被它的可爱治
愈了，又可以满血工作啦！”

中关村软件园联合工会主
席李睿表示：“以 ‘冬奥’ 为核
心，以‘冰雪’为主题，把中关村
高科技企业特色与冰雪运动、
奥林匹克精神整体融合起来，
通过冰雪体验引导职工了解冰
雪、接触冰雪、爱上冰雪，鼓舞
带动职工关注并参与北京冬奥
会， 汇聚起非公高科技企业职
工宣传、服务、助力北京冬奥会
的正能量。”

带领职工了解冰雪、接触冰雪、爱上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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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王凌云）记者日前获悉，大北农集
团对职工推出鼓励优育方案，对
生育职工在产假、 生育金方面进
行奖励。 其中， 第三胎产假12个
月，奖励9万元。 该方案具体细节
将与职工代表充分沟通。

据了解， 大北农集团深耕农
业领域 ， 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 中关村 “十百千” 企业。 目
前有职工2万余人。 男女职工比
例大约为3:1。

此次， 大北农出台的鼓励优
育方案显示，产假方面，职工生第
一胎， 产假在国家标准上加1个
月，生育第二胎加3个月，生育第
三胎加12个月。资金奖励方面，第
一胎奖励3万，第二胎奖励6万，第
三胎奖励9万。

据该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出台这一方案，首先是为了积
极响应国家政策，同时，也为了提
高职工福利待遇，共同走向富裕，
践行公司 “报国兴农” 的企业使
命。方案制度不溯及既往，此前已
经生育的职工不再享受相应奖
励。 “制度指向未来，对新职工和

年轻职工倾斜， 给新职工带来新
希望。 ”该负责人表示。

目前， 公司年轻职工对企业
出台的这一方案表示 “惊喜”，纷
纷将这一消息发到朋友圈， 引起
了很多关注。该负责人表示，该方
案虽然已经从今年1月1日起开始
执行， 但是政策及实施细则仍在
制定中。 实施细节既不过分增加
公司成本，又能惠及职工，造福社
会，造福国家。

据悉， 大北农优育方案的实
施细节， 将积极与职代会代表和
职工代表进行沟通、讨论，尤其是
和女性职工沟通， 鼓励职工努力
为公司和行业创造价值， 增强职
工的价值感、归属感和获得感。

书书写写祝祝福福
近日， 北京公交集团北巴传媒广告分公司工会开展了职工书法活

动。职工们积极响应，踊跃参与。活动现场，职工们挥毫泼墨，将自己的
墨迹凝结成一份份喜庆的祝福。 本报记者 盛丽 通讯员 赵昕 摄影报道

中关村科学城各级工会组织职工共享冬奥激情与快乐

■走进北京市模范职工之家

———探访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交通工程分公司北京地铁13号线项目部职工小家

为职工办实事，就要这样做！

“周一牛肉面，周二煎饼，周
三包子，周四酱香饼，周五粥和茶
叶蛋， 周六日肉夹馍……每天早
晨， 项目部职工小家的 ‘早餐闹
钟’都会把我们年轻人叫醒，用味
觉唤醒元气满满的每一天。”黄承
平2021年毕业后进入中铁六局集
团有限公司交通工程分公司北京
地铁13号线项目部工作， 他口中
夸赞的项目部职工小家在2021年
获得了北京市模范职工小家称
号。

“刚入职时，家人每天都要打
电话问我工作得是不是顺心，吃
得好不好。 当他们得知项目部每
天早餐不重样后放下心来， 叮嘱
我一定要好好工作。” 黄承平说。
每1至2个月， 项目部工会都要对
职工的伙食进行问卷调查， 职工
们普遍感到满意的菜品保留，不
好的就被淘汰。

走进该项目部职工食堂，记

者看到食堂装饰充满了时尚元
素。 北京地铁13号线项目部党支
部书记、 工会主席刘洪超告诉记
者：“项目部精心设计、 打造了幸
福食堂， 并照顾项目部多数北方
人喜爱面点的饮食习惯， 特聘面
点师为大家制作种类丰富的早
餐，让职工足不出户享受‘家’的
味道。装修食堂时，考虑到项目部
大多为“90”后职工的特点，特以
温馨为主基调， 设计座椅时靠墙
边摆放一圈， 并设有高脚凳等椅
子。 食堂的墙上还挂满了职工活
动照片。值得一提的是，食堂还有
一面许愿墙， 职工可在年初把愿
望写入瓶中， 等待来年开启看愿
望是否实现。”

记者了解到， 该项目部工会
关爱职工生活，精心打造“家”文
化。在项目部设置母婴室、劳动争
议调解室， 在工地设置职工休息
驿站、微型消防站、农民工夜校，

配备开水箱、电视机、吸烟区、书
刊区等，24小时为一线职工 “充
电”，营造施工现场“温馨、平安、
和谐”的氛围。项目部还为职工安
装了直饮用水净水器、 全自动洗
衣机、即热式热水器、电吹风等日
常生活用品， 针对北京风沙大的

特点还建立了阳光晾衣棚。
“感谢项目部工会的导师带

徒机制，我毕业两年了，如今已经
当上了盾构机长， 这离不开导师
的培养。每天工作结束后，我喜欢
到项目部职工书屋研究学习盾构
机等知识。” 王瑞腾2019年入职，

目前任项目盾构机长。
“项目部工会 ‘家’ 文化的

建设， 让我们一直以来归属感很
强。 工会主席更像我们的家长，
我们也一心想着为团队争取荣
誉。 我当年有导师带， 如今我也
带徒弟了。” 据王瑞腾介绍， 他
的师父叫郝晨旭， 公司2020年命
名了郝晨旭创新工作室， 就设立
在项目上。

刘洪超告诉记者， 项目部重
视人才培养， 实行职业规划和专
业双导师制度， 从两方面培养新
人。 项目部工会还根据职工需求
定制项目部年度培训计划， 并逐
月一一实施。截至目前，项目部内
部举办安全类、质量类、标准化管
理类等培训近20次， 为职工购买
学习书籍100多套。该项目部共有
10人参加一级建造师考试，8人参
加中级职称评选，3人被提拔为项
目部负责人等管理人员。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冯帆/摄

■助力冬奥 首都工会在行动

对生育职工在产假、生育金方面进行奖励

大北农集团出台鼓励职工优育方案

公交客三分公司工会当好冬奥职工“后援团”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

员 付莉） 北京冬奥会期间，为
了做好交通服务保障工作，来
自北京赛区B1车队的253名北
京公交集团职工从1月19日开
始进行封闭管理， 他们全力奋
战在冬奥保障的第一线。 为做
好职工的服务保障工作， 北京
公交集团客三分公司工会推进
建设职工暖心驿站， 让职工在
辛苦工作的同时体会到来自
“娘家人”的温暖。

冬奥会北京赛区B1车队所
在的队部是一处临时公交场
站， 如何服务职工做好保障工

作， 由客三分公司工会推进建
设的职工暖心驿站发挥了很大
作用。据了解，建在公交场站的
暖心驿站里提供24小时热水、
检测健康、减压娱乐、消毒取暖
等一体式服务， 还根据需要添
置了一系列生活应急、 健康检
测、御寒物资、防困提神用品以
及消闲解闷小食品，如血压计、
血糖仪、理发工具、针线包、暖
壶、纸杯、咖啡、姜糖水等。

“暖心驿站， 重在因需制
宜，贵在以情待人。”客三分公
司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着
“我们的职工冲锋到哪里，暖心

驿站就建设到哪里， 就服务到
哪里”的原则，该公司工会广泛
协调、 积极筹措为参与冬奥服
务保障的北京赛区B1车队临时
建立了多项标准统一、 多种服
务措施的暖心驿站， 尽管只是
小小的一角， 却体现出工会组
织无处不在的关怀。

职工们表示：“细微之处的
贴心关爱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
家人的温暖。 有了这样的后援
团，工作任务再艰巨，心里也是
暖暖的， 让我们更加有动力全
身心地投入到助力冬奥的服务
保障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