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城卫健委系统各级工会为防疫一线职工送关爱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近

日 ，东城区卫健委系统各级工
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慰问活
动， 为酷暑中坚守岗位的防疫
一线医护人员送去 “清凉”关
爱。

炎炎夏日， 医护人员每天
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从登
记测温到核酸采样， 从日常问
诊到医废处理， 繁杂的工作常
常需要连续工作数小时不停

歇。为此，东城区卫健委工会购
置酸梅晶、藿香正气水、风油精
等夏日必备品， 送至各医学观
察点， 为一线医务工作者送去
“清凉”问候。

和平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工会征集职工子女的才艺作
品， 以及孩子们想对爸爸妈妈
倾诉的话语， 剪辑成视频向父
母告白， 也让坚守在抗疫一线
的爸爸妈妈成为孩子们心目中

最好的榜样。
普仁医院、第六医院、和平

里医院等单位工会纷纷为驻守
在隔离医学观察点和核酸采样
点的医护人员送来矿泉水、牛
奶、鸡蛋等慰问物资，让他们感
受到了“娘家人”的关爱。 职工
们纷纷表示：“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我们一定会全
力以赴，不辱使命，坚决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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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盾构机操作工技能竞赛决赛闭幕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感

谢工会搭建的平台， 我才有机会
获得本次大赛个人和团体第一
名。 比赛也让我和同行有了交流
的机会， 对提升自身的技能帮助
很大。” 8月3日， 获得2022年北
京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盾构机操
作工技能竞赛决赛第一名的郝晨
旭说。 经过3天的角逐， 2022年
北京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盾构机
操作工技能竞赛决赛圆满闭幕。

最终，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
司郝晨旭、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
公司姬彦锋、 北京市 首 都 公 路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赵德岩、 中
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慧韬、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李少辉、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马宗瑜、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陈东
波 、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蓝
田、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魏勇、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
司张立业获得决赛个人第一至十
名。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
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获
得决赛团体第一至三名。 中铁
六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优秀组织
奖”。

据了解， 本次赛事为市总工
会与市人力社保局共同举办的职
工职业技能竞赛， 也是今年全市
54项大赛第一个线下展开的大型
赛事。 主要面向在北京地区有施
工任务、 有盾构机操作项目的企
业。 本次大赛由北京市工业 （国

防） 工会、 北京市建筑工会、 北
京市交通运输工会和北京市职工
技术协会主办， 中铁六局集团有

限公司承办。 大赛从去年9月初
启动 ， 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
段， 最终有13支代表队的52名选

手进入决赛。 大赛分为理论考试
和实际操作考试两部分。 其中，
实际操作考试包括维修保养、 模
拟机操作和故障诊断与排除三部
分。 设置了个人奖和团体奖两种
奖项， 获得大赛第一至十名的选
手将获资金助推， 并进入北京市
职工技能人才库； 获得第一名且
符合条件的选手， 2023年将优先
推荐参评 “首都劳动奖章”。 综
合成绩前三名的代表队， 由大赛
组委会颁发奖牌及证书。

北京市工业 （国防） 工会、
市交通运输工会、 市建筑工会、
市总工会职工发展部以及中铁六
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出席
决赛闭幕式。

通讯员 陈弘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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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送清凉 工会行动

市总工会慰问高温天气户外作业职工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近

日， 中建智地置业有限公司工会
组织职工开展“七夕”情人节主题
露营派对，邀请北京市税务局、国
家知识产权专利局北京审协、中
化集团、 中电太极集团等单位共
80余位单身职工参加。

“活动伴随着热情洋溢的音
乐开场， 全体人员以10名男生和
10名女生为1组，分成4组，并选出
队长， 带领队员共同完成活动和
任务。”工作人员介绍，为拓宽职
工互相交流的范围， 各队之间相
互交换轮转。职工围绕工作单位、
兴趣爱好等方面进行自我介绍，
便于大家互相快速了解。 经历破

冰暖场后， 主办方还设置互动游
戏环节，让职工通过“趣味答题”
“蒙眼吃瓜”“狼人杀”“谁是卧底”
“飞盘九宫格”等小游戏，活跃气
氛。互动活动结束后，便进入了用
餐时间。职工们默契配合、分工明
确，取材、配料、烧烤……忙得不
亦乐乎，更有职工现场一展歌喉，
用音乐特长展示自我。

中建智地置业有限公司工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公司工
会将持续关注职工所需所想，开
展富有特色的联谊活动， 帮助职
工扩大交往圈， 在倡导职工树立
正确的婚姻观和价值观的同时，
增强职工对工作和生活的热爱。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8月3
日上午，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
主席赵丽君带队先后来到北京
邮政志愿服务主题邮局、 北京
石油实润加油站， 慰问一线职
工， 为在炎炎夏日中仍坚守岗
位的户外劳动者们送去防暑降
温物资和工会组织的关爱。

在北京邮政志愿服务主题
邮局， 慰问组一行为投递员们
送上清凉饮料等慰问品， 并叮
嘱他们在履行好工作职责的同
时，注意防暑降温。在了解到这
里的205名职工为方圆65平方
公里的近100万人提供服务，日
均投递邮件、 报刊量达1.98万
余件后， 赵丽君表示：“谢谢大
家，你们辛苦了，多保重身体。”

随后， 慰问组一行又来到
北京石油实润加油站， 详细了
解了站点开展高温天气防暑降
温工作的情况和措施， 参观站
内暖心驿站、党支部活动室，并
向一线职工送上“清凉包”。 赵
丽君关切地叮嘱加油站相关负
责人，要科学安排工作时间，为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职工避暑休
息提供便利， 帮助职工平安度

夏。
记者在现场还了解到，北

京邮政志愿服务主题邮局、北
京石油实润加油站都是 “全国
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点”， 两个站点依托各自优势，
因地制宜， 为户外劳动者提供
了多项贴心服务。 北京邮政志
愿服务主题邮局在站点内设立
了饮水机、冰箱、微波炉等，免
费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用餐饮水

和休息的场所， 并有专人负责
日常运行管理； 北京石油实润
加油站则在原有的加油、洗车、
便利店、 咖啡的基础服务功能
之上，融入鲜食、洗衣等更多种
类， 致力于为户外劳动者提供
多维度服务。

当天，北京市服务工会、北
京邮政工会、 北京石油工会有
关负责同志一同慰问。

本报记者 陈艺 摄

中建智地80余名单身职工赴“甜蜜之约”

怀柔园工会“夏送清凉”惠及职工4000余人次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 近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怀柔园管
理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启动 “关
爱职工 夏季送清凉”活动。

活动中， 怀柔园工会联合
会主席李建荣带队先后来到奥

瑞金科技公司、 北京福斯汽车
电线公司和北京南通大地公
司， 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职工
送去茶叶、绿豆、冰糖等消暑慰
问品， 并叮嘱大家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注意防暑降温，确保安

全度夏。据统计，此次“送清凉”
活动， 中关村怀柔园工会联合
会共投入专项资金20万元，对
辖区高温一线职工以及科研一
线作业职工分批慰问， 惠及企
业45家，服务职工4000多人次。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延庆区总工会联合团区委、 区妇
联组织开展了“爱满京城 相约幸
福” 缘来你在最美延庆单身职工
联谊活动。

据了解， 本场活动首次通过
“线上直播”形式呈现，开启视频
连线、姻缘相牵的“云中鹊桥”线
上联谊新模式。归国留学人员、现
役官兵、 消防员以及全区各企事
业单位干部职工参与此次活动。

活动中， 单身职工通过才艺
展示、 游戏互动、 线上连麦等环
节，让现场与线上200余名单身青
年职工在直播间互动， 拉近了彼
此之间的距离。 心理咨询师的精
彩讲解贯穿其中， 与职工共同分

享正确婚恋观、情感观、家庭观，
并一一解答了职工在情感中遇到
的问题。 延庆区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区总工会将继续
为单身职工搭建展示自我、 交流
感情、缔结友谊、寻觅知音的沟通
交流平台，助力有缘人终成眷属。

延庆区单身职工相约“云中鹊桥”

面面点点玫玫瑰瑰送送““职职工工夫夫妻妻””
记者昨天在京城老字号砂锅居看到浪漫一幕， 砂锅居工会主席携

面点师在七夕到来之际， 用火龙果制作了19朵 “面点玫瑰”， 并将这
份甜蜜的礼物送给店里的 “职工夫妻”。 七夕当天， 面点师还将制作
99朵 “面玫瑰” 送给前来就餐的情侣们。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