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上周， 北京市地税
局组织了2017年市“职工技协杯”
职业技能竞赛“税务信息技术师”
专业比武决赛，此项工作自3月份
启动以来， 前后历时8个月时间，
全系统共有546人参加，经过了初
赛、复赛、半决赛的层层选拔，10
名选手进入决赛。

据了解， 按照市总工会竞赛
工作要求， 地税系统成立了17个
初赛组委会，组建了评判、仲裁 、
宣传和安全应急委员会， 由三名
市局班子成员分别担任组长，并
亲自对竞赛各个阶段工作进行巡
察。 此次竞赛针对地税系统信息

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把
比武活动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在决赛阶段加大了 “互联网+政
务、网络信息安全、金税三期、互
联网地税局和党的十九大报告”
等竞赛内容。

在竞赛方式上， 针对信息技
术岗位特点， 在初赛和复赛阶段
分别采用了移动终端设备考试模
式， 参赛选手通过扫描二维码登
录考试系统， 考试结束后系统自
动判分，提高了考试的公平、公正
性。半决赛采用上机考试方式，使
用动态模拟操作系统， 增加考试
实操环节，从操作用时、正确性方

面综合考核选手实际操作能力。
决赛采用专业竞赛系统， 除必答
题外，增加速答题、风险必答题、
风险速答题环节。

据悉， 此次参赛第一名选手
获得“税务信息技术岗位标兵”荣
誉称号，并优先推荐参加“首都劳
动奖章”评选；取得决赛前三名的
选手将获得市技协颁发的 “北京
市职工高级职业技术能手”证书；
取得决赛前6名选手纳入市局人
才库；前10名选手均可获得“税务
信息技术岗位能手”荣誉称号，并
可获得北京市在职职工职业发展
助推计划专项奖金。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9日下
午，在昌平区总工会的组织下，十
九大代表、 昌平检察院彭燕为包
括全国劳模、北京市劳模、首都劳
动奖章获得者、 昌平劳动奖章获
得者、 昌平经济技术创新标兵在
内的160名职工宣讲十九大精神。

彭燕是昌平区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专职委员、 未成年人案件检
察部主任。 她在检察系统内有一
个绰号———“铁燕子”， 这个绰号
来源于她罹患甲状腺癌时， 九个
月内进行了两次手术， 始终奋战
在执法办案的第一线的故事。 彭
燕经手办理 、 审查的案件共计
1800余件 ， 涉及嫌疑人 3000余
人 ， 所有案件均达到 “程序合
法、 事实清楚、 定性准确， 无无
罪判决和低质量案件” 的办案要
求。 2012年， 彭燕当选为党的十
八大代表。而此次十九大，彭燕是
本届代表中唯一一个连任的基层
检察官代表。

宣讲中， 彭燕选了一段报告
原文进行诵读：“我们要坚持把人
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
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做起， 从人
民群众满意的事做起， 带领人民

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 读完这一
段， 彭燕动情地说：“这就是党的
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利益
为最高标准，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员的初心和使命。 ”

听了报告，北京市劳动模范、
首都道德模范李华萍说：“彭燕同
志的报告不但内容深刻， 让我对
十九大精神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和体会。 ”李华萍是北京宏力茶庄
的总经理，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她
深有感触：“十九大的报告也为我
们的国家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
向，今后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也会
更加注重回馈社会。 同时我更要
发挥劳模的引领作用， 为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贡献自己的力量！ ”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王志鹏是
昌平区沙河医院副院长、 心内科
主任， 他说： “作为基层劳模 ，
通过区总工会组织的学习贯彻十
九大精神报告会， 使我们精神振
奋， 信心满怀。 我是一名基层临
床医务工作者， 将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引， 不忘初心， 扎实工
作， 努力为人民群众的健康做出
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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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一局国际公司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在创
业路上，守住初心不忘，追求极致
永远是我脚下的方向； 在创业路
上，守住使命不忘 ，我还在努力
成为国际先锋的路上……”从11
月10日开始， 中建一局国际公司
职工自创歌曲学习十九大精神。

据了解，歌曲将十九大“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与一局国
际先锋创业文化精神融合， 唱响
一局国际人干事创业的正能量。
歌曲一经推出， 全体海内外员工
争相传唱。 歌曲创作人李云威介
绍：“我就是想用多种形式弘扬干
事创业正能量， 希望大家拼搏奋
进、砥砺前行，齐心协力开创一局

国际新局面。”“这首歌曲旋律轻
快，歌词朗朗上口，让人不由自主
地就想随着旋律哼唱起来。”总部
员工卫金韬说。 刚奔赴赤几项目
的青年员工江飞亚说：“在海外也
可以传唱十九大主旋律， 感受到
企业发展的力量！”

职工自创歌曲学习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随着

双11的来临， 北京邮政各支局迎
来了快递包裹投递高峰的关键时
刻， 朝阳区邮政分公司工会第一
时间将投递职工小家中的厨房用
品发放到位。

为了支援一线生产， 朝阳区
邮政分公司工会对18个投递部逐
一进行走访， 实地考察投递职工
小家建设情况， 为基层选场地、
定标准、 问需求， 做到既让投递
职工小家发挥作用， 又能为支局
的经营、 服务、 管理等工作提供
有力支撑。 在小家建设中， 充分
考虑各支局的特色化、 差异化，
努力做到 “一家一品”。

据了解， 朝阳邮政工会为各
支局投递职工小家重点配备了厨
房用品， 如置物架、 电饭锅、 整

理箱、 案板、 盘子等， 用于小饭
桌的使用， 方便为回班较晚的投
递员提供热饭， 热菜。

装备一到位， 呼家楼、 水碓
子等支局， 便为大家准备了一顿

热腾腾的饭菜。 晚上9点多， 刚
刚回班的投递员围在一起， 吃着
可口的饭菜 ， 心里别提多高兴
了， 个个脸上洋溢着笑容。

边磊 摄

朝阳邮政充实“小家”温暖双11投递员
快递包裹迎来投递高峰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11月
13日， 北京体育大学开展学习贯
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系列活动， 邀
请十九大代表暨里约奥运会冠军
宫金杰， 在校生代表、 短道速滑
世界冠军林孟和羽毛球世界冠军
王适娴登上讲台开讲思政课， 结
合自己的职业经历讲解十九大精
神及其学习体会。

宫金杰从亲身参加十九大盛
会的特殊经历讲起， 分别阐述了
参加会议的深切感受和学习大会
文件的体会， 并结合自行车运动
激烈竞争的情况， 畅谈如何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感受。林
孟是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 也是
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生 ，她
表达了要系统学习和深入贯彻十
九大精神，带动3亿人开展冰雪运
动， 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做贡献
的心愿。 王适娴是中国羽毛球运
动员， 也是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
研究生，她以“学习十九大精神，
做卓越北体人”为题，讲述自己退

役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带动更多
的人参加运动， 体验体育带来的
乐趣，推动便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冠军登台讲授思政课活动由
校党委副书记邢尚杰主持。 邢尚
杰总结时表示， 奥运冠军登台开
讲思政课形式新颖， 是认真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进课堂， 真正实
现入脑、 入心的重要途径， 学校
将加快全面深化改革和 “双一
流” 建设的步伐， 为中国体育的
发展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

据了解， 此次邀请体育冠军
走上思政课堂， 是北京体育大学
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特色
内容之一， 也是贯彻落实十九大
精神的创新尝试。 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后， 该校迅速掀起学习热
潮， 开展了十九大代表回校作宣
讲报告、 校领导带头宣讲、 各级
党组织书记上党课、 师生主题班
会、 实践体悟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百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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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国家职工技能大赛闭幕
为中国工会首次举办的国际性职工技能大赛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昨天，
中国工会 “一带一路 ” 人文交
流———上合组织国家职工技能大
赛在京闭幕。 6名中国选手获奖，
其中包括1名特等奖、 4名金奖、
1名银奖。

这是中国工会首次举办国际
性的职工技能大赛， 旨在对接上
合组织国家产业调整和经济发展
需求， 加强上合组织国家职工的
专业交流、 提升上合组织国家职
工技能水平， 展示中国产业工人
形象， 增进友谊、 深化合作。

来自上合组织11个国家近60
位参赛选手和代表参与了此次活
动， 包括： 中国、 阿富汗、 亚美

尼亚、 白俄罗斯、 柬埔寨、 哈萨
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蒙古、
尼泊尔、 巴基斯坦、 乌兹别克斯
坦， 跨越西亚、 中亚、 东南亚地
区， 地域广泛， 代表性强。

参赛选手中， 不仅有能源化
学、国防电力、机械冶金、矿产建
筑等行业的管理专员， 还有大型
企业的技术骨干、一线焊工，以及
相关各国工会组织和职业院校的
专家学者， 均为推动上合组织国
家间劳动者交流合作的有生力
量、“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坚力量。

中国职工对外交流中心负责
人介绍， 中国工会举办的首届国
际性职工技能大赛， 是在以往活

动的基础上， 体现了中国职工与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和上合组
织国家职工交流的深度融合。 活
动期间， 代表团访问了北京、 天
津、 河北廊坊三地， 活动内容包
括专题讲座、 专业培训、 技能演
示、 与中国大国工匠互动、 技能
比赛、 企业走访、 文化参观等。

据了解， 中国工会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自2016年起，
开启了中国工会 “一带一路” 人
文交流项目 ， 并积极与亚信机
制、 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开展活
动对接， 围绕 “促进产能合作、
推动技能发展 ” 举办了层次丰
富、 内容多样的交流活动。

进进一一步步在在京京华华大大地地形形成成生生动动实实践践
更更加加奋奋发发有有为为地地推推动动首首都都新新发发展展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邀请奥运冠军登台开讲思政课
北京体育大学

检察官代表为劳模宣讲十九大精神
昌平区总工会

本市税务信息技术师比拼实操技能

为夜施工人
送来暖心餐

近日， 北京燃气集团高压管
网分公司运行七所党支部为夜间
奋战在一线的作业人员送来了亲
手做的“热乎乎”的酸辣汤以及热
包子。据了解，今年，该公司新建
项目的验收通气和作业配合量逐
渐攀升，为保证职工安全，保障用
户的正常用气， 分公司党委要求
各党支部要以最大力度做好夜间
作业职工的后勤保障工作。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