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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北京出版集团工会组织召开
2022年度工会干部会。 会上总结
部署了集团工会年度工作， 并组
织子 （分） 公司工会进行经验交
流。 北教传媒公司工会、 京版若
晴公司工会、 工美社公司工会、
京文物业公司工会、 承启文化公
司工会等5家子公司工会依次进
行典型经验分享。 会议还对荣获
2021年度北京市优秀工会工作者
的工会干部进行了表彰和颁奖。

据了解， 去年， 北京出版集
团工会坚持服务职工， 以 “我为
职工办实事” 为抓手开展了包括
更换健身器材、 为母婴关爱室配
备物资等相关工作。 通过组织工
会干部法律法规培训、 组织换届
培训等加强工会干部队伍建设，
提升工会干部履职担当能力。 此
外， 该集团工会注重健全完善工
会制度体系， 通过民主管理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 组织召开集团职
代会和子 （分 ） 公司职工 （代
表） 大会， 推进集团转型改革发
展 。 发挥工会组织桥梁纽带作
用 ， 深入开展职工之家创建活
动， 着力提升工会组织服务管理
水平。 精心组织 “三八节 ” 插

花、 第八届职工乒乓球比赛等职
工文体活动， 营造健康向上的企
业文化氛围。 用心服务打造互助
保障品牌工程， 将 “我为职工办
实事” 落实落细； 用情凝聚发挥
工会组织作用， 提升职工群众获
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据北京出版集团工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 截至去年底， 北京出
版集团工会帮扶慰问困难职工12
人； 法定节假日慰问职工2670人
次； 夏季送清凉1533人次； 冬季
送温暖165人。 今年， 出版集团
工会将抓好 “五个建设”， 即抓
好思想政治建设、 抓好工会组织
建设、 抓好工会制度建设、 抓好
职工之家建设 、 抓好职工 文 化
建设 ， 推进集团工会工作再上
新台阶。

出台奖励资助政策 联合高校搭建多层次学历教育平台

经开区总工会推进一线职工学历能力“双提升”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刘换利） 近日， 记者从北京经开
区总工会获悉， 经开区2022年学
历助推工作正式启动， 职工可足
不出“户”读大学，最高可获得万
元助学金。

经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学历助推计划是北京经开
区立足职工需求， 聚焦岗位技能
和职业发展需要， 为圆产业工人
“大学梦”，满足区内不同学历、能
力层次职工享受继续教育 权 利
而开展的专项助推服务项目，
已连续开展九年。 该计划通过联

合国内多所重点高校， 以标准化
的在线网络交互学习支持和服
务，充分利用随时、随地的学习网
络空间，为有意愿、有能力接受学
历教育的一线职工， 提供相应的
学历继续教育服务。

据了解 ，2022年度学历助推
服务工作， 北京经开区总工会联
合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等近10所重点高
校，引进了计算机应用技术、电气
自动化技术、机械电子工程、国际
经济与贸易等几十种可选专业。
凡是北京经开区工会会员均可报

考。 经开区总工会将根据学员成
绩等综合情况给予资助， 其中高
起专、专升本每人2000元；在职研
究生每人10000元，在缴纳全部学
费后，分期拨付。

“没想到工作之后， 我又圆
了大学梦， 而且还有助学金可以
领取， 又惊喜又意外。” 作为北
京 经 开 区 学 历 助 推 项 目 的 一
名 获 益者 ， 悦康药业职工闫秋
月于2019年报名在中国地质大学
进修了安全工程专业， 现已顺利
毕业。 完成学历提升后的她， 目
前岗位和薪资都有了相应的提

升。
据悉， 自2014年北京经开区

总工会学历助推项目启动以来，
截至2021年年底， 该项目累计助
推职工1528人， 其中专科797人，
本科651人， 研究生80人 。 覆盖
中芯国际 、 安川首钢 、 悦康药
业、 神州细胞等区域内152家企
业职工。

经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区总工会相继搭建了校企合
作的职工学历教育平台和校企合
作的职工技能实训平台， 旨在助
力职工学历层次和技术技能水平

“双提升”。 接下来， 将按照 “月
月有主题” 的工作部署， 通过岗
位练兵等系列活动， 在全区营造
“学本领、 练技能、 当标兵” 的
浓厚氛围。 同时， 继续根据职工
需求， 制定更为符合现代发展和
需要的培训项目， 始终坚持职工
教育培训与经开区及亦庄新城经
济发展需求相结合， 与企业科技
发展需求相结合， 与职工自身发
展需求相结合， 不断提升企业职
工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 以知识
型技能人才助力经开区及亦庄新
城高质量发展。

■助力冬奥 首都工会在行动

全国总工会为冬奥服务保障职工送慰问物资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

员 于兰） 近日， 德胜街道总
工会收到全国总工会为地区冬
奥会服务保障职工送来的专项
慰问物资， 感谢他们为冬奥会
的顺利举行付出的努力， 鼓励
他们以良好状态、 满腔热情，
投身即将开幕的北京2022年冬
残奥会服务保障工作。

慰问现场， 德胜街道参与
冬奥服务保障的一线保洁队
员、 保安员、 社区工作者收到
了包括焖酥鱼、 南味腊肠、 花
椒肉等在内的慰问餐以及诚挚
的感谢。

德胜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 此次服务保障工作责
任重大、 任务艰巨。 地区广大

服务保障人员严格按照上级工
作要求， 认真尽职尽责， 主动
担当作为， 为保障北京２０２２年
冬奥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冬
残奥会即将开幕， 希望地区广
大冬奥服务保障一线职工再接
再厉， 发扬不怕吃苦、 连续作
战的精神， 保障冬残奥会的顺
利举行。

怀柔区总工会开展“志愿蓝”创城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阮腾飞） 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助力全
国文明城区创建， 近日， 怀柔区
总工会组织龙山街道总工会服务
大队志愿者来到开放路沿线， 开
展 “志愿蓝” 擦亮公共设施志愿
服务活动。

擦拭垃圾桶、 宣传橱窗、 公
益广告、 公共座椅等设施， 捡拾

道路两侧烟头等杂物， 引导非机
动车辆有序停放……据怀柔区总
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志愿者在
活动中不但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良
好形象， 引领广大市民提升文明
素养， 共同参与创建工作， 更为
进一步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 常
态化、 社会化， 促进形成 “拧成
一股绳 共创文明城” 的良好工
作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客六第八车队职工“巧手剪纸绘冬奥”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

讯员 杨珊珊） 一把刻刀、几张
红纸， 一张张剪纸在车队女职
工的手中活了起来， 变成了栩
栩如生的冰雪运动造型……近
日， 北京公交集团客六分公司
第八车队工会开展 “巧手剪纸
绘冬奥”主题趣味剪纸活动，将
冬奥元素融入传统剪纸艺术，
表达职工对这场盛会的祝福。

活动中， 该车队工会主席
首先向职工普及了冬奥会的发
展历程、运动项目，以及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冰墩
墩、雪容融的设计文化内涵，激
发职工对冰雪运动的浓厚兴
趣。随后，职工们按照自己喜欢
的内容， 有的选择了冬奥会的
运动项目， 有的选择了北京冬
奥会的吉祥物， 有的选择了冬
奥会的主题口号。 大家挥动刻
刀创造自己的作品， 不一会儿

工夫， 一个个神态迥异的剪纸
作品就出炉了，“冰墩墩”“雪容
融”向大家热情招手，冬奥健儿
们在冰雪场上奋勇拼搏……活
动最后， 职工们纷纷拿着剪纸
作品合影留念， 并表示要立足
岗位，以热情优质的服务，继续
为冬残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据该车队工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此次冬奥主题趣味剪纸
体验活动， 将传统剪纸与冬奥
冰雪运动相结合， 让职工在感
受剪纸文化魅力的同时， 更多
地了解冬奥、走进冬奥、参与冬
奥、助力冬奥。

通讯员 王红梅 摄

市自来水集团工会送温暖重点关注冬奥职工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记

者近日从市自来水集团工会了
解到， 在市自来水集团党委统
一部署下， 该集团所属各单位
始终坚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
在全面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基础上， 采取上下联动与分层
次慰问相结合， 普惠与精准服
务相结合， 发放慰问金与慰问
品相结合的形式对集团重点人
群开展慰问工作。

据了解， 市自来水集团工
会此次慰问对象为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赛事服务保障人员、 外
勤岗位职工、 重点工程项目一
线职工、 因组织需要派驻基层
工作的挂职干部职工， 以及劳

模工匠、 先进模范、 困难职工
家庭及退休职工等， 把集团党
委的关怀、 工会组织的温暖及
时送到职工群众心坎上， 真正
将 “暖心工程” 落到实处。

今年市自来水集团工会加
大慰问力度，对150余名参与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闭环内服
务保障工作的干部职工进行了
重点慰问， 及时送去集团党委
和工会的温暖， 确保闭环内服
务保障人员以良好状态、 满腔
热情投身冬奥服务保障工作。

今年以来， 该集团各单位
共对7900余名在职职工 、4400
余名退休职工、32名省部级以
上劳动模范、26名首都劳动奖

章和三八红旗奖章获得者、3名
基层工作的派驻挂职干部进行
了慰问，对34名患病职工、困难
职工进行专项帮扶， 慰问及帮
扶金额达680余万元；开展基层
单位困难职工（及家庭）摸底调
查工作，对符合帮扶条件的126
名困难职工（及家庭）发放帮扶
慰问款共计15.8万元。 据市自
来水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集团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高度重视 “送
温暖” 活动， 彰显了国有企业
的责任、 担当， 体现集团党委
和工会对职工的人文关怀， 极
大增强了职工的归属感、 认同
感和幸福感。

北京出版集团抓好“五个建设”推进工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