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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1600个职工家庭乐享“家年华”

海淀基层工会干部赴双井学习观摩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会议
室变成了活动室， 上百盆多肉植
物码放整齐。 5月4日， 北京市政
路桥市政集团三处的年轻人参加
了一场特色活动， 自己动手制作
一盆个性多肉盆栽， 经评选后拿
回自己的办公室。

主持人刚一下令， 各组成员
就冲向花海， 开始分工合作。 有
人负责培土， 有人负责装盆， 有
人填补空白， 有人喷水装饰。 大

家各自发挥想象， 布局创作自己
的盆中花园。 活动临近尾声， 职
工纷纷展示出自己的精心之作。
大家分组盲投， 选出心中最完美
的盆栽。

市政三处相关负责人说 ，多
肉植物是近来非常流行的办公室
文化， 看似简单不经意的小小盆
栽，却折射出一份生命力。通过这
一活动，不仅为办公室添绿，也成
为一项缓解疲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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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业国防工会召开年度考评会
近期将重点抓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北京大工匠”选树等6项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北京市工业 （国防） 工会在首钢
总公司召开了基层工会年度考
评 结 果 分 析 会 ， 各 单 位 工 会
主席和相关工作人员约 110人
参加会议 。 市总办公室 、 组织
部、 宣教部、 权益部、 基层指导
部、 经济技术和劳动保护部、 法
律部、 女职工部、 工会经费代收
管理部、 财务部等职能部门负责
人参加会议并作业务指导。 市工
业 （国防） 工会主席周玉忠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通报了工业国防系统

2016年度基层工会工作考评结
果， 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解读了2017年工作考评内容、 指
标和要求， 进一步明确了年度重
点工作任务。 京能集团、 京城机
电、 北方导航等工会分别就职工
权益维护、 职工之家建设和宣传
教育、 职工服务体系建设介绍了
经验。

周玉忠在讲话中指出， 一要

高度重视考评工作， 把考评工作
作为推进工作落实， 提高工作质
量和工作效率的重要抓手； 二要
针对问题和不足， 逐一对标2017
年度考评办法 ， 下大力补齐短
板， 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既要把
企业自选动作做好， 更要把市总
要求的规定动作做好； 三要扩大
工作覆盖和职工参与， 加强工作
宣传， 使工作落实在基层， 成效
体现在基层， 不断增强职工获得
感和对工会工作的认同感。

周玉忠说， 近期要按照市总
要求抓好六方面工作： 一是大力
推进市总工会改革方案年度任务
的落实， 5个试点单位要制定工
作计划 ， 其他单位也要结合实
际， 不等不靠， 立行立改； 二是
配合做好全市第八次职工队伍状
况调查和产业系统职工状况调
查， 同时要借此机会做好本企业
的职工状况调查， 全面掌握情况
和职工需求， 为有针对性地开展
工作提供依据； 三是做好 “北京

大工匠” 的选树， 特别要做好比
拼环节的各项工作， 使工业国防
系统有更多的 “北京大工匠” 脱
颖而出； 四是围绕职工福利费、
教育经费、 劳动保护费使用以及
高技能人才待遇和带薪休假开展
集体协商， 提高集体协商质量；
五是高度关注调整退出企业劳动
关系状况， 切实做好劳动关系领
域影响职工队伍稳定因素调研排
查化解专项工作； 六是充分利用
资源， 精心组织劳模疗休养。

本 报 讯 （实 习 记 者 赵 思
远 ） 近日 ， 海淀区总工会组织
60余名承担建会任务的基层工会
专职副主席、 服务站站长和工会
专职社会工作者赴朝阳区双井街
道总工会学习观摩。

在双井街道总工会， 海淀基
层工会干部实地参观了工会服务
站的设施设备和建设情况， 听取
了双井街道总工会开展的一系列
针对工会会员的个性化服务项
目。 随后， 各基层工会干部从坚
持制度抓规范 、 借力行政抓效
率、 用心服务抓口碑等三方面听

取了工会组建工作中的特色做
法， 并结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
双井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进行交
流。

学习观摩活动结束后， 各基
层工会干部纷纷表示， 通过学习
观摩， 被双井街道总工会用心、
耐心、 细心的工作态度和积极向
上的团队精神所感染， 认为要抓
好建会工作首先要端正工作态
度， 不消极抱怨， 坚持用心做工
作； 同时要积极创新思路， 结合
辖区实际， 真正把工作做到企业
需求上， 做到职工心坎上。

本报讯（记者 马超） 6日至7
日， 北京汽车产业研发基地热闹
非凡， 来自北汽集团系统的1600
个职工家庭在此乐享“家年华”。

本次家年华活动为北汽集团
工会举办的第五届职工嘉年华活
动。 集团工会考虑到职工家庭参
与活动的舒适性，分两天举行。活
动现场分为迎宾区、童趣区、DIY
区、体验区、竞技区和游戏区等。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开始，主
办方提前为每个家庭准备好了环
保垃圾袋。整场活动，以家庭为单
位， 通过收集自己使用后产生的
垃圾，收集满一整袋，即可到童趣
区换取纪念品。

据介绍， 北汽集团工会贴近
基层、贴近北汽职工，着眼“幸福
北汽、美好北汽”建设新内涵，以
“家文化”打造实现北汽职工文化

的全新发展。 集团各级工会组织
建设实体化职工之家， 在实现二
级企业全覆盖的同时， 正逐步向
三级企业、四级企业拓展，形成了
一个以集团工会为核心， 以二级
企业职工之家为支点， 向全体职
工辐射的职工之家网络。

同时，集团工会不断丰富“职
工之家”工作内容，将工会工作考
核、职工评议、职工权益维护、职
工生活关爱、 困难职工帮扶等工
作与职工之家建设相结合， 使工
会工作更加贴近基层，让“职工之
家”真正为职工服务。 马超 摄

三地农林学子
技能大比拼

5日，2017年北京市中等职业
学校农林专业类技术技能比赛暨
京津冀农林类中等职业学校技术
技能友谊赛在北京市园林学校拉
开帷幕，来自京津冀地区8所中职
学校的59名选手，经过层层选拔，
参加种子质量检测、艺术插花、园
林植物修剪、动物外科手术等4项
决赛。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包括论文作品征集、摄影作品征集以及研讨会三部分

海淀园将办“工匠精神”研讨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记者昨
天获悉， 海淀园工会工委将举办
首届海淀园“工匠精神”研讨系列
活动，该活动包括论文作品征集、
摄影作品征集以及研讨会三部
分。 研讨系列活动征集来的优秀
作品将集结成册， 优秀论文将获
邀在研讨会上作主题演讲。

记者了解到，首届海淀园“工
匠精神” 系列研讨活动的论文作
品征集将以“什么是核心区的‘工
匠精神’”“‘工匠精神’ 在高新技
术产业的表现形式与作用” 等为
主题。 摄影作品征集则以 “最美
（帅）创新工匠”为主题，可选取表
现核心区高科技企业生产、 科研
人员“工匠精神”内涵的人物和工

作场景照片。 摄影作品可以是劳
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经济技术创
新标兵、科研技术人员、一线劳动
生产人员等个人的工作、 生活场
景的记录，也可以是创新工作室、
先进生产班组等集体的合影、工
作场景反映。

整个活动将分为四个阶段 ，
从目前到5月中旬为动员准备阶
段；5月20日至7月10日为论文、摄
影作品征集阶段；7月10日截稿至
8月为研讨会研讨总结阶段；研讨
会后为研讨成果宣传推广阶段。

海淀园工会工委主任王晖介
绍，具备条件的企业工会，可在企
业内组织作品征集评选， 择优报
送作品， 也可以在企业内组织征

文、演讲、论坛等，让广大会员职
工参与到“工匠精神”研讨系列活
动中，让“工匠精神”真正植入园
区会员职工职业理念。

王晖表示， 希望通过研讨活
动在核心区广大会员职工中培养
和树立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开拓创新、 敢为人先”“精益求
精、追求极致”等为特征的符合时
代要求的“工匠精神”，在园区非
公高科技企业中营造学习 “工匠
精神”氛围，强化会员职工学好技
能的意识， 让更多的科技创新人
才能专注于自己的工作领域深耕
细作、做到极致，为企业、为核心
区新一轮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储备
人才力量。

市政路桥职工自制“多肉”解疲劳

(上接第1版) 协商提高职工教育
培训经费用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
比例， 建立技师研修制度和名师
带徒制度以及奖励标准。 协商建
立高技能人才带头人、 首席员工
制度，在建立工作室、课题研究等
方面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 协商
高技能人才同业交流、联合攻关、
培训深造、出访考察活动等事项。
协商给予参加紧缺职业（工种）高
技能人才培训并达到相应职业资
格的人员一定的培训和鉴定费补
贴的办法。

对于职工福利费及教育经费
使用，《意见》提出要根据《关于进
一步加强服务职工工作经费保障
的意见》 要求， 制定完善相关制
度， 协商执行合理标准。 具体来
讲，就是要确保经费据实列支、足
额提取并合理使用。

对于职工劳动保护标准 ，要
在依法签订专项集体合同时，按
照全总 《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
同实用指南》 提供的不同行业职
业危害识别和防控措施等内容，
细化条款， 按时签订或续签劳动
保护专项集体合同。

对于职工带薪休假， 要通过
协商督促用人单位健全职工带薪
休假制度。按照国务院《职工带薪
年休假条例》 和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
基层工会通过协商， 督促用人单
位建立健全包括休假方式、 补偿

方式、落实措施、监督途径等在内
的带薪休假制度， 科学合理地安
排职工的工作和休假， 依法确保
职工享受国家规定的带薪年休
假、探亲假、婚丧假等权利。

《意见》要求，各区、经济开发
区和街道乡镇总工会要把指导意
见内容纳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建立台账，狠抓落实，鼓励基层工
会“亮剑”发声。要深入调研和广
泛收集职工意见建议， 主动就四
项重点协商内容向用人单位发起
要约。 要以专项协议形式将协商
成果写入集体合同， 并将推进情
况作为重点内容及时录入集体协
商数据库，实行动态管理，进行定
期通报和责任追究。 推进过程中
要建立用人单位工会自查、 街道
乡镇总工会核查与区总工会抽查
相结合的三级监督检查机制。

鼓励职工主体参与， 依法做
好监督。对于一些拒不协商，或对
协商要约不作回应的用人单位，
基层工会要及时向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和工商行政部门、 上级工会
和企业代表组织报告， 建议及时
处理。 对一些用人单位损害职工
利益的行为， 市总工会将根据工
作方案设立实名有奖举报热线，
畅通职工举报途径， 加强劳动法
律监督，积极应对职工合法诉求，
实行“零门槛”援助服务，做到“应
援尽援”。 同时， 运用舆论手段，
“倒逼”用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