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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海鸥

到了项目部，就像回到家一样

建项目分工会
关心一线职工不同需求

由于建筑企业的特殊性， 公司许多职
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项目工地上度过的。
如何把这些常年 “漂” 在外面的职工联系
起来， 了解他们的需求， 成为公司领导及
公司工会十分重视的问题 。 自2012年开
始， 在公司领导支持下， 公司工会开始以
项目工地为单位组建分工会， 并投票选举
产生分工会主席。 目前， 北京天恒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共有6个分工会， 每个分工会
在公司工会的统一指导下， 根据本项目职
工和劳务工人的特点开展工作， 更有针对
性地提供服务。

“为了让职工在工地也能像在家一样，
我们在每一个分工会都建设了职工之家，
设置了图书室或图书角， 购置了各类娱乐
设施， 进一步丰富职工和劳务工人的业余
文化生活。” 李丽介绍道， “此外， 我们
还把着眼点延伸到一线劳务工人身上， 为
他们配置了标准化的生活区， 每个宿舍统
一安装空调、 太阳能热水器， 把公司的关
怀尽可能覆盖到每一个工作在一线的职工
身上。”

在德茂市政道路工程项目工地上， 一
进项目管理区便能看到一个篮球场和羽毛
球场。 在生活区， 还有一排健身设施供职
工使用。 据公司分工会主席侯英龙介绍，
该项目部职工的年龄普遍偏低， 年轻人都
很喜欢运动， 因此， 分工会为职工配置了
一些运动设施。 “我们还成立了自己的足
球队和篮球队， 工作之余大家就约在一起
踢踢球， 打打篮球。 有时候还约着附近的
兄弟单位开展比赛， 非常活跃。 职工们的
精神状态不一样了 ， 工作也更有干劲儿

了。” 侯英龙告诉记者。
而在新机场安置房项目榆垡组团4标

段工地上， 分工会则更加注重职工的精神
文化建设。 建立了职工阅览室， 并配置上
百册图书 ， 为大家提供一处安静的学
习园地。 为了提高职工安全意识 ， 每周
分工会还为职工播放露天电影以及安全纪
录片， 时刻提醒职工施工安全的重要性。
“在这个工地上， 工会有时候会组织我们
看看书， 看看电影， 感觉生活挺丰富的，
真的很感谢公司和工会。” 劳务工人老郑
笑着说。

为了确保施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公司
还在每个项目工地设置了温馨提示牌， 放
在工人宿舍、 食堂门口等施工人员常活动
的地方， 上面标有承建单位、 劳务负责人
电话等， 施工人员遇到任何问题， 都可随时
打电话投诉或咨询。 公司还配置了 “夫妻
房 ”， 鼓励施工人员家属前来工地探亲 ，
免费提供接送、 住宿服务， 让施工人员及
家属感受到温暖。

设安全体验馆
把职工安全放在首位

对于建筑企业来说， 安全生产可以说
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北京天恒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也不例外。 为了不断提升职工
的安全生产意识， 保障职工人身安全， 公
司专门建设了安全体验馆， 开展工人安全
教育工作。 目前， 北京天恒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已经投资建设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工程
安全体验培训中心、 天恒建设安全体验培
训中心、 新航城安全体验培训中心三个安
全体验馆， 并不断创新安全教育模式， 提
高建筑工人接受安全教育的水平。

在北京天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每个

项目工地， 施工人员入场前必须先进行安
全学习教育和培训， 并在公司安全体验馆
接受安全体验教育。 “在安全体验中心，
我们设置了施工节点展示区、 施工安全教
育区、 施工安全体验区等不同的功能区，
将体验式安全教育技术及装备、 立体多媒
体培训技术融入到工人安全教育培训中，
让职工切实体验到高空坠落、 触电等施工
过程中常见的事故， 进而提高安全生产意
识。” 李丽介绍道。

今年2月， 公司在安全体验培训中心
召开 “百日绿色安全施工活动工作会 ”，
通报和分析建筑行业近期发生的安全质量
事故情况， 动员职工开展好 “百日绿色安
全施工活动”。 在6月份的安全生产月活动
中， 由新航城组织的安全生产知识竞赛，
在天恒公司一个项目部开展， 吸引了多家
建筑企业工人积极参与， 进一步提升了职
工安全生产意识。 此外， 公司工会还通过
安全案例宣讲、 安全宣传片播放、 安全施
工检查、 安全演习等多种方式， 不断提醒
职工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除了施工安全， 公司工会还十分重视
职工的生活安全。 不仅为施工人员准备了
十滴水、 绿豆汤等防暑降温用品， 还组织
开展健康义诊， 并通过错峰作业， 减少职
工高温作业风险 。 为了保证职工饮食安
全， 公司工会项目工地所有的菜品都经过
严格检查， 将每天的饭菜进行留存备样。
在德茂市政道路工程项目工地， 分工会还
为施工人员购置了一台净水机， 确保职工
饮水安全。

重职业技能培训
为职工搭建提升平台

在参加完2016年北京市建筑工匠技能

大赛后， 北京天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钢筋
工杨海录 、 管工张德岩便成了公司的名
人。 由于精湛的实操技术， 杨海录在此次
大赛中获得部级第九名的好成绩， 张德岩
获得市住建委高级技术证书。 为了让他们
丰富的技术经验发挥更大的作用， 公司工
会专门组织二人到各项目工地为大家开展
技术培训， 交流工作技巧和方法， 不断提
高其他技术工人的技能水平。

一直以来， 北京天恒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十分重视技能人才的培养工作， 通过技
能培训、 技术交流、 鼓励考证等方式， 不
断提升职工技能水平， 打造全能型人才。
为了开拓技术人员眼界， 学习其他公司在
工程建设中的优秀做法， 2016年5月， 公
司专门组织各项目部技术人员到雁栖湖会
议中心交流学习。 在中建八局技术人员指
引下， 参观了国家会议中心内部装修装饰
工程， 并开展了集体交流与讨论， 学习到
了宝贵的技术经验。

此外， 公司工会还十分关注职工综合
素质的提升， 邀请专家为全体员工开展商
务礼仪培训， 根据职工工作时间和实际需
求， 共分5个批次完成相关培训。 为了实
现职工的自我提升， 公司还通过物质和精
神奖励 ， 鼓励职工考取相应职业资格证
书， 实现全面发展。 德茂市政道路工程项
目部原土建队长王励志 ， 在项目部鼓励
下， 自己主动学习测量技术， 并通过项目
部开展的各方面培训， 逐渐掌握了测量核
心技术， 考取了相应资格证书， 如今已经
转岗到测量岗位。

“职工技能提升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
项工作。 我们希望通过技能培训、 对外交
流等多种方式 ， 让职工有更大的进步空
间， 实现职工全方位发展， 进而推动企业
的发展。” 李丽说。

———北京天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会纪实

“把维护职工安全、 保障职工利益放在首位， 让他们回到项目部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在谈到工会工作时， 北京天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李丽这样说
道。 为了切实保障公司职工以及劳务工人利益， 公司工会不仅在各项目工地建立分工会， 建设
职工之家， 关心职工的衣食住行， 同时还建设安全体验中心， 加强职工技能培训， 不断提高职
工安全意识， 让职工感受到了公司的关怀和工会组织的温暖。

职工们参加广播体操比赛 公司职工参加第七届羽毛球比赛

技能大赛获奖职工到项目工地开展
技能讲座

圣诞节，公司工会为大家送礼物

公司工会为职工过集体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