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1版)
今年4月， 经过各职业 （工

种） 评审专家组对推荐人选的研
究领域、 创新成果、 获得奖项、
个人成就等内容进行评审， 初步
确定了10个职业 （工种） 28名种
子选手。 5至6月， 市总工会组织
28名种子选手开展了10场技能比
武活动。

赛事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8
月初招募挑战者以来， 共有320
名挑战者报名参赛。 从选拔赛胜
出的终极挑战者将与种子选手进

行10场北京 “大工匠” 挑战赛，
比赛时间预计在11月举行。

取得各职业 （工种） “大工
匠” 挑战赛前2名的选手进入综
合评审环节 ， 成为 “北京大工
匠” 提名人选。 最终， 将评定10
名 “北京大工匠”。

记者了解到， 工程测量员挑
战者选拔赛比赛结束后2个工作
日内， “终极挑战者” 名单将通
过北京市总工会官网和12351职
工服务网 （www.bjzgh12351.org）
揭晓。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郭明义爱心团队中建地产分队廊
坊小组和党员志愿服务队廊坊小
组在中建二局地产公司廊坊悦居
时代项目成立。

活动中， 项目工会还为项目
农民工赠送了价值一万元的慰问
品。 据了解， 近年来， 中建二局
地产公司廊坊项目热心社会公益
事业 ， 发起了 “爱心传递 情暖
涞源” 捐助贫困山区、 廊坊市安
次区福源老年公寓敬老慰问、 廊
坊市义务植树等活动。 郭明义爱

心团队和党员志愿服务队成立
后， 项目将以此为载体， 进一步
提升社区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的
质量。

本报讯 （记者 盛丽）为做好
2017年度劳模休养服务工作，9月
至10月， 北京市总工会北戴河工
人疗养院和北京市民政局工会下
属的北京民福职工帮扶中心将共
同举办“劳模休养月”活动。

据介绍， 本次活动每期行程
为4天3晚。 参加休养人员范围为
在职劳模或劳动奖章获得者 、
2017年退休的劳模或劳动奖章获
得者 （今年已参加过市总组织的
其他疗休养活动者不包含在此范

围内)。 休养时间不计入劳模或劳
动奖章获得者个人年假时间。

另外， 参加休养活动的劳模
每人可带1名家属，在北戴河工人
疗养院期间的食宿和活动费全
免；劳模交通费由所在单位承担，
家属交通费自理。 参加休养活动
的劳动奖章获得者每人可带一名
家属， 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北戴河
工人疗养院食宿费和活动全免，
交通费由所在单位承担； 家属的
食宿费自理400元， 交通费自理。

参加休养时，劳模、劳动奖章获得
者均需携带相关荣誉证书。

本次活动总计组织劳模和劳
动奖章获得者150名， 按照各单
位报名先后顺序安排， 名额报满
为止。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总工会北
戴河工人疗养院负责休养服务 ,
北京民福职工帮扶中心职工疗养
服务部负责组织报名、安排行程。
联系电话 :18810833123， 报名信
箱：514023865@qq.com。

本报讯 （记者 李一然） 在监
狱内能上网看书、看报、学习新的
法律法规、了解外面的世界；通过
“学习换积分、积分换娱乐”的形
式上网看电影、 听音乐、 玩游戏
……9月8日， 记者在北京女子监
狱二分监区， 看到部分服刑人员
正坐在电脑前浏览“新生在线”。

“新生在线” 是北京市监狱
管理局运用信息技术云存储、 虚
拟化的方式创建的服刑人员教育

改造网络 ， 其内容包括主题教
育、 新闻资讯、 班组建设、 考核
测试 、 首都图书馆监狱数字分
馆、 娱乐天地、 监狱风采、 狱务
公开、 心理测试等十个栏目， 经
过两个月的试运行， 目前已在八
所监狱开通 。 据相关负责人介
绍， “新生在线” 的开通， 将有
助于减少服刑人员监禁性人格的
形成， 提高服刑人员自身改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彭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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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业国防工会改革试点成效初显
探索京外企业工会组织形式 开展劳动关系问题专项排查化解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试点工
会代表建议案办理工作、 试点企
业职工之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9月8日下午， 在北京市工业
（国防）工会第一届委员会第十次
全体（扩大）会议暨市国防工业工
会第五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 （扩
大）会议上，市工业国防系统工会
举行改革试点工作经验交流。市
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曾繁新，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韩世
春出席会议，会议由市工业(国防)
工会主席周玉忠主持。

据了解， 市工业国防系统工
会坚持改革与日常工作同推进、
同落实， 重点围绕工会改革试点
任务落实、维权维稳、职工创新方

面开展工作。今年，市工业国防系
统工会探索京（境）外企业工会组
织形式和运行模式。2月份组织召
开了京（境）外企业工会工作研讨
会，与会人员就各集团在京（境）
外的整体布局、 工会组织建设及
管理、 与集团工会和属地工会的
关系处理、 维权维稳等工作情况
进行了交流研讨。

按照2017年北京市职工队伍
状况调查总体要求， 市工业国防
工会深入6家基层单位进行了实
地调查， 分别召开了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 一线职工座谈
会， 组织完成了500份问卷调查、
24个个案访谈， 目前报告初稿已
经形成。

围绕改革发展大局， 市工业
国防系统工会加强劳动关系舆情
信息工作，坚持定期报告、动态报
告制度。 市工业国防系统工会还
组织劳动关系问题专项排查化解
工作。 从今年5月排查的情况看：
2013年至2020年工业国防系统计
划调整疏解企业133家，涉及职工
64521人。已完成99家，涉及职工
41670人；正在进行的13家 ，涉及
职工8273人； 计划2020年底前完
成21家，涉及职工14578人。

针对本系统涉及规模调整企
业多、职工多，分流安置困难的问
题， 市工业国防系统工会联合市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举办了
“加强调整推出企业劳动关系协

调，切实维护职工队伍稳定”专题
研讨班，通过专家讲解政策形势、
提供业务指导、 典型案例分析和
基层实操介绍， 学员掌握了劳动
关系规模调整原则、 依据和职工
分流安置的操作办法。

今年， 市工业国防系统工会
继续推进企业建立健全职代会和
集体协商制度，在去年完成5家试
点基础上，今年燕化、时尚控股、
一轻、同仁堂4家单位也已完成了
建制，其他单位正在加紧推进。

会上，首钢集团工会、京能集
团工会、 北京金隅集团工会作了
改革试点工作交流。 首钢集团试
点开展本单位工会代表建议案办
理工作、 开展为企业职工之家配

备专职工作人员试点工作； 京能
集团试点制定市总党组与区级党
委沟通协调推进工会工作制度；
金隅集团试点开展职工“四费”意
见落实情况调研摸底、 建立集团
级职工事务联系会议制度。

曾繁新表示， 市工业国防系
统工会改革初见成效。 希望各级
工会在改革中要深化工会工作政
治站位，强三性、去四化，首都工
会要具备引领、凝聚职工的职能，
要团结职工投身经济发展建设四
个中心，要夯实工会基础，完成党
赋予工会的任务。同时，各级工会
要着重研究如何凝聚青年职工，
服务企业发展， 并加强网上工会
建设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随
着裁判员一声令下， 两名早已
蓄势待发的“消防员”迅速套上
战斗服、戴上头盔和呼吸器，健
步而出， 手里的白色水带飞速
铺向前方……这是9月6日北辰
集团举办的2017年消防安全技
能比赛上的一幕。

此次比赛由公司安全生产
与保卫部 、工会 、人力资源部 、
团委联合举办，北辰集团有12家
企业组队参加， 每家企业均派
出2名经过层层选拔的优秀选手
参赛。比赛除了连接水带、连接
消火栓枪头等项目， 来自国家
会议中心和公设公司的安保应
急分队还分别进行了防爆和反
恐演练， 展示了各自处置突发
事件的能力。

如此迅捷的速度和专业水
平是各企业安保队员平时严加
培训的成果。 国家会议中心安

保部警卫主管孙震介绍， 由于
国家会议中心接待大型活动较
多， 安保部每个班组每月至少
进行两次演练， 此次参赛的两
名选手经过内部选拔， 消防技
能几乎能与专业消防队媲美。

此次消防安全技能比赛是

按照公司年初计划的“争当岗位
能手，激励创新成才”岗位练兵
活动进行的。今年上半年，为配
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召开，
公司此前相继举办了酒店前厅
部和非前厅部两项岗位练兵技
术比武。 周美玉 摄

服刑人员可网上看书学习新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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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安排150名劳模赴北戴河休养

本市“劳模休养月”活动开启

中建地产廊坊项目建志愿服务队

北辰职工消防安全技能“大比武”

奥运村8名汽修精英比拼拆装轮胎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朝

阳区奥运村 街 道 总 工 会 近 日
在北京月福汽车装饰有限公
司举办了主题为 “朝阳区奥运
村街道总工会2017职业技能竞
赛———拆装轮胎比赛” 的总决
赛。 通过预赛、 初赛层层选拔
出来的 、 来自4个不同汽修企
业的8名行业精英参加了本次
大赛。

“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3
年时间了。 每周三公司都有专
业技术的培训， 给大家创造交
流的平台， 共同提升。 参加这
次大赛， 能与行业内的精英比
赛让我很兴奋 。” 参赛职工吴
亚强说。 来自北京月福汽车装
饰有限公司维修部经理范长江
担任本次大赛的评委 ， 他表
示， 开展这样的大赛， 非常有

必要。 一方面促进职工技术交
流 ， 另一方面提升服务水平 ，
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据介 绍 ， 本 次 决 赛 由 轮
胎 安 装 和 动 平 衡操作两个比
赛项目组成， 8名队员抽签决定
比赛顺序， 经过2个小时的激
烈角逐 ， 最终 ， 北京月福汽
车装饰有限公司的队员夺得团
体桂冠。

市监狱管理局开通 “新生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