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上周，
北京市农业局第三届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技能竞赛落幕， 全市13
个区共计35人参加了总决赛。

本次竞赛在全市13个区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开展，分
为种植业产品、 畜禽产品和水产
品质量安全定量检测三个方面。
竞赛共计103人参加，历时两月。

总竞赛分行业进行实操比

赛。 种植行业实操竞赛项目包括
蔬菜中有机磷、 有机氯及氨基甲
酸酯残留农药检测； 畜禽行业包
括猪肉磺胺类残留检测等项目；
水产行业实操竞赛项目包括水产
品中喹诺酮类绿等残留检测。

据了解，2013年、2015年本市
成功举办两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技能竞赛。 旨在激发和调动检
测技术人员学习技术的热情。

百余人角逐农产品质量检测技能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石悦） “社保所的工作人员真是
好样的， 要不是你们帮忙， 我真
不知这工资要到何时才能拿到。”
近日， 顺义区仁和镇社保所又成
功调解了一起劳资纠纷， 为工人
王某讨回拖欠工资4800元。

原来就在前几日， 工人王某
抱着一线希望来到仁和镇社保
所， 向相关窗口工作人员反映某
汽车修理厂拖欠其一个半月工
资，希望社保所帮助协调解决。社
保所工作人员在详细了解情况后
及时前往该用人单位进行调查核
实， 用人单位负责人承认欠薪事
实， 并已收到顺义区劳动争议仲

裁院针对该案的立案开庭通知
书， 通过社保所工作人员的政策
讲解和说服教育，最终，修理厂老
板答应给付拖欠的工资。随后，工
作人员当场与工人王某取得联
系， 并按照约定的时间监督修理
厂老板进行工资发放， 在拿到自
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后， 王某随
即撤诉，事件得以妥善解决。

据了解， 近年来， 该镇通过
送法上门、 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
形式， 宣传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的重要意义， 营造镇域内维
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良好法制环
境。 同时， 向各村、 各相关部门
和镇属企业下发通知文件， 发挥

属地及行业等各自优势， 形成工
作合力。 今年以来， 已调解处理
各类劳动争议5起， 其中引入司
法渠道1起， 排查隐患2起， 累计
为77名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
共计36万元， 维护了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仁和镇社保所半年为77名农民工讨薪36万

本报讯（记者 崔欣）“快看，
选手的手转的如风火轮一般 ，
快的只剩下一阵虚影。 二组的
选手也不甘示弱， 缠管儿的速
度与一组不分伯仲……”近日，
怀柔区杨宋镇总工会在北京天
元奥特橡塑有限公司举办 “岗
位大练兵———特种胶管手缠套
筒比赛”。

比赛分为两个组， 以竞速
的方式进行， 共计40余名职工
参加比赛。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

令下， 职工全神贯注地投入到
比赛中， 会场只剩下缠绕胶带
的声音。

经过激烈角逐， 杨奎龙脱
颖而出，赢得比赛第一名。赛后
杨奎龙激动地说：“能赢得比赛
真是太高兴了。 大伙儿的技术
都十分熟练 ， 我能赢也是侥
幸。”组织方杨宋镇工会副主席
刘爱好说 ：“以前经常下基层 ，
但还是第一次直观地看这样的
技术比武。 职工选手表现得非

常出色， 他们熟练的手法让人
敬佩， 也让我见识到了一线职
工的风采。”

据了解， 为加强辖区内各
企事业单位职工间的交流互
动，提升整体业务水平，培养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杨宋镇总
工会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了岗位
技术大练兵主题活动， 分为职
工速算大赛、知识竞赛、岗位技
能大赛等6个活动，活动涉及镇
域内企业职工1000余人。

杨宋镇职工岗位练兵“赛”缠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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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如何
形成一套系统、 高质量、 行之有
效的制度规范， 是每一个单位面
临的重要课题。 7月7日下午， 北
京市总工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 （扩大） 学习会， 邀请北京
市财政局会计处处长马跃讲授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管理》。

马跃系统讲解了内部控制的
各项要点以及 《行政事业单位内
部控制规范 （试行）》 和 《财政
部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
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并明

确指出， 内部控制不是一个财务
会计的内部控制， 而是一个系统
性的单位内部管理控制。 内控不
健全， 就会缺乏相应的制约， 就
会出现随心所欲， 加之风险意识
淡薄， 容易造成事项处理混乱，
办事人左右为难的局面， 也容易
造成舞弊行为的发生。 须着力形
成 “领导模范带头， 人人遵守内
控” 和 “内控面前无例外” 的内
控工作氛围和机制。

会议要求， 市总机关各部门
以及事业单位的一把手必须高度

重视内部控制工作， 尤其是事业
单位， 不能只注重表面工作， 走
形式， 要有花大力气加强内控、
练 “内功” 的长远眼光， 应当成
立由法人担任组长的内部控制领
导小组 ， 全面统筹内部控制工
作， 为单位发展立长久之计。

工会干部认为， 回去后首先
要梳理各项制度， 抓紧建立完善
制度 ， 做到各项工作有制度可
依。 确保在制度完善的前提下，
建立本单位切实可行的内部控制
管理体系。

市总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管理》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通讯
员 田文江）近日 ，海淀保安分公
司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
年暨表彰大会，13名个人和9个集
体受到表彰。

会上，公司宣读了《海淀分局
保安公司党支部关于模范党员表
彰的决定》， 李连锁等4名同志被
授予“爱岗敬业模范共产党员”荣
誉称号， 褚利杰同志被中共北京
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党委授予 “优

秀共产党员” 荣誉称号。 与此同
时，对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辅警安保工作中取得优异
成绩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给
公司驻海淀公安分局玉泉山保安
队等9个集体荣记集体三等功。

据了解，下半年，公司各级领
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紧紧围绕党的
十九大安保中心工作， 强化队伍
管理， 全力以赴做好客户单位的
安全防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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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梁岩 ）
近日， 第五届全国邮政特有职
业技能竞赛内部处理选拔赛在
北京综合邮件处理中心落下帷
幕。 本次比赛是继2009年全国
邮政第二届职业技能竞赛后 ，
由中邮集团公司组织开展的又
一次高级别岗位技能竞赛。

内部处理的竞赛项目设置
为———邮件装卸车， 即使用便
携式数据采集终端 （PDA）， 进
行手工模拟卸车 、 扫描分拣 、
模拟装车、 异常包裹处理等操
作。 通过对北京市邮区中心局
1822名邮件分拣、 邮件转运岗
位员工的选拔推荐， 来自全局
生产单位一线的18名选手参加
了中心局选拔赛， 12名优胜选
手进入到北京市分公司的内部
处理选拔赛中。 最终， 6名选手
胜出将参加下一阶段举行的全
国邮政技能大赛集训当中。

据 中 心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此次竞赛项目设置突出了
邮政专业特点， 在注重基本功
考核的基础上 ， 应用了 PDA
（携式数据采集终端） 等设备，
采用了结合网运流水化改革要
求的新流程和新标准。 针对这
些特点 ， 中心局以赛训结合 、

重视成效为核心要求， 组织开
展全员练兵形式的职业技能竞
赛， 带动包括合同用工、 劳务
用工， 以及劳务承揽人员在内
的全员技能水平的提升， 达到
“学技能、 练队伍、 选人才、 树
典型” 的目的。

海淀保安分公司表彰模范党员

邮件装卸工“赛训结合”比试基本功

本报讯（记者 张江艳）从5月
底开始，顺义区总工会以“敬业八
小时———我有我精彩”为主题，在
职工中开展演讲比赛。截至目前，
各单位工会组织演讲比赛35场，
782名职工登上演讲台，讲述自己
和身边职工的爱岗敬业故事。

选手中既有90后职场新人 ，
也有工作20余载的业务骨干；既
有尽职履责的纪检干部、 医护人

员，也有默默无闻的企业职工、社
区工作者； 他们讲述了普通岗位
的平凡故事， 也宣扬了勇救落水
儿童的英雄事迹。

最终通过激烈的角逐， 20名
选手晋级复赛。 区总工会将于近
期举行复赛和决赛， 选拔出优秀
演讲者组建一支职工宣讲团， 以
巡回宣讲的形式， 引导职工立足
本职、 爱岗敬业、 创先争优。

顺义782名职工登台讲述敬业故事

（上接第1版） 四是切实加强制度
建设，提高基层工作水平 。坚持
把 规 范 选 举 作 为 加 强 基 层 工
会建设的重要抓手 ， 健全完善
会员(代表)大会制度，落实会员群
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
督权，加强基层工会民主化建设。

经过4年努力，到2020年底将
精准掌握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状
况，实现网上宣传引导、网上申请
入会、网上监测分析、网上管理服
务，形成分级管理、上下互动、网
上网下融合联动的工会基层工作
新格局。目前，多数省份启动了实
名制管理试点工作，浙江、重庆等
10余个省份的实名制管理工作已
全面开展。

王晓峰表示， 在推动非公企
业工会组织建设上， 工会将遵循
先服务职工再发展会员、 先活动
覆盖再组织覆盖的原则。因此，工

会的普惠性服务对象绝不局限于
工会会员。通过全方位、普惠性的
服务吸引职工， 增强工会的凝聚
力、吸引力，最大限度地将广大职
工吸引到工会中来。 普惠性服务
的“普惠”还体现在服务内容和手
段多样。内容上，各地在推行这项
工作时因地制宜，各有侧重，涉及
职工生产、生活、金融、社交等方
方面面。手段上，“互联网+”为工
会普惠性服务提供了有利条件。
实现“互联网+”工会普惠性服务
离不开工会会员实名制， 只有建
立健全结构清晰、 数据准确 、动
态 管 理 的 工 会 工 作 和 会 员 信
息基础数据库 ，建设会员实名
制 与 普 惠 性 服 务 综 合 管 理 系
统 ，才能高效、便捷、精准服务职
工群众。 这也是目前工会有序推
进实名管理， 夯实工会工作基础
的原因所在。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7月4
日， 延庆区总工会、 区园林绿化
局联合举办了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平原造林管护综合管理公益大讲
堂， 园林系统平原管护中心组组
长以上150余人参加。

大讲堂邀请市林业局刘景海

老师授课， 刘景海针对平原造林
新增林木养护技术、 平原造林养
护管理检查考核细则及其养护定
额应用等方面进行讲解。据介绍，
这是今年区总工会举办的第三场
公益大讲堂， 也是延庆区总工会
职工素质教育工作的品牌工程。

本 报 讯 （记 者 马 超 ） 近
日， 平谷区马坊镇总工会组织机
关女职工开展变 “废” 为宝手工
技能培训。

此次手工技能培训以制作袜
子玩偶为内容。活动中，职工们利
用生活中的废旧物品及自然资

源， 一边耐心听老师讲解每一个
步骤， 一边穿针引线准备开始缝
制。现场，大家发挥心灵手巧的优
势，互帮互助，一只只生动有趣的
卡通兔子新鲜出炉。 此次手工培
训， 让职工了解废旧物品只要巧
妙运用，将会发挥其更大的价值。

马坊镇工会手工培训变“废”为宝

延庆平原造林综合管理讲堂开课

各单位要有练“内功”的长远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