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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声音 辨故障 修汽车

“呜呜呜……” 听着汽车发
动机的声音， 选手们辨别着车辆
故障。 昨天， 在顺义区赵全营镇
同心路1号北汽集团越野车事业
部， 由北京市总工会主办的 “挑
战大工匠” 系列赛———汽车装调
工挑战赛在此举行， 参赛选手们
纷纷上演听声辨故的绝技。

裁判张英介绍， 本次比赛分
为两轮，第一轮是9晋3，第二轮是
3晋2。第一轮参赛的9名选手分为
三组，绅宝组、奔驰组、现代组。根
据选手的最终得分， 每组第一名
选手进入第二轮比赛。 裁判员依
据选手对车辆故障的诊断、排
除和车辆恢复情况给分。 比赛时
间为40分钟， 裁判长宣布比赛开
始，比赛铃响，开始比赛计时，参
赛选手将填写好的记录表交到裁
判席，计时停止，视为参赛选手比
赛结束。 全部选手结束比赛或40
分钟时间到，终止比赛。

第一轮，第一组绅宝组，种子
选手李兵，终极挑战者任杰、刘彭
亚。第二组现代组，种子选手王志
伟，终极挑战者李建、康小超。 第
三组奔驰组，种子选手赵郁，终极
挑战者巩森、 张洋。 三名种子选
手， 均是汽车装调领域的顶尖人
物， 而这次汽车装调的每位终极
挑战者都是能工巧匠。其中，赵郁
闭上眼睛， 听声音就能辨别出汽
车故障， 还将德国的先进经验本
土化， 通过自己的工作经验与国
外先进技术结合， 搭建了北京奔
驰自己的线下培训体系， 该体系
可提供从初级工至技师多个层
级、不同水平的汽车装调培训。李
兵在汽车装调方面， 无论是机械

故障还是电器故障， 只要通过一
番仔细的“望闻问切”，就能准确
判断出问题所在， 并确定故障范
围及问题解决方案。 王志伟研究
汽车装调技术、 总结出车辆电路
系统调整检测技术和故障排除方
法， 自行编写汽车装调有关部件
系统的培训教材， 擅长汽车装调
过程中实用工具设计制作， 先后
获得8项实用新型专利。

高手对决， 稍有不慎， 便会
被对手挑落马下， 当天的比赛现
场气氛紧张。 随着比赛的开始 ，
只见参赛选手们快速检测汽车，
发动发动机， 仔细听声音， 辨别
出故障在哪里， 再进行修复。 很
快， 第一轮决出了3名选手进入
第二轮。

在第二轮比赛中， 裁判长从
四组题目中随机抽取一组题目，
按题目要求， 在三台同型号装调

道具车辆上人为设置完全相同的
故障。 参赛选手通过抽签方式在
三台道具车中， 选择自己的参赛
车辆 。 第二轮比赛题目分数为
100分， 检查题目占20分， 故障
诊断及排除题目占80分。 比赛过
程中， 对于参赛选手的不规范操
作项， 每项扣1分。 比赛时间为
40分钟， 选手每提前2分钟完成
比赛加1分， 最多加5分。

“比赛很紧张， 但既然是大
工匠对决， 更要有认真谨慎的精
神。” 比赛结束后， 种子选手赵
郁说。

聚焦农民工工资、 设立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 成立农民工子
女夏令营……一项项关爱农民工
的措施来自中建三局。 昨天， 由
中建三局举办的农民工党建论坛
开幕， 120余名中建三局党务工
作者及农民工党员代表参加。

论坛集中展示了中建三局党
建工作亮点， 系统回顾了中建三
局近年来在农民工体系建设的各
项举措和取得的成效。 论坛还邀
请了6名农民工党员代表现场作
访谈， 讲述他们伴随着集团的发
展个人获得的成长、 对企业党建
工作的深切体会以及对于未来企
业如何做好农民工党建工作的建
议。 活动还设置观察席， 特别邀
请中央党史研究室及社科院党建
专家出任观察员， 对代表发言进
行点评并提出建议。 为将农民工
党建工作打造成集团的一张名
片， 此次论坛发布了 《中建三局
农民工党建工作手册》 和中建三
局线上党建系统， 这 将 作 为 以
后相关工作的行动指南。

中建三局在发展中坚持党建
引领，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观， 坚持维护农民工权益与提升
农民工素质并举， 从农民工最关
心 、 最直接 、 最现实的利益出

发， 通过 “暖心、 融合、 共享”
三大工程为农民工办实事、 做好
事 、 解难事 ， 以实际行动善待
好、 组织好、 教育好、 管理好、
引导好农民工， 破解了企业在农
民工使用上的 “吸引、 管理、 发
展” 三大难题， 让农民工成为企
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实现
农民工利益与企业发展的共赢 ，
促进企业稳定和谐和持续发展。

中建三局针对农民工相继实
施的暖心工程、 融合工程和共享
工程， 使广大农民工实现了 “四
个转变”， 即逐步由流动的农民

工向企业长期稳定合作的建设者
转变， 由无组织的农民工向树立
了 “四有” 新风尚的企业合作者
转变， 由进城 “一无所有” 的农
民工向知识技术型的新时代工人
转变； 由亦工亦农的农民工向城
市新市民转变。

中建三局党委书记、 董事长
陈华元表示， 此次活动是落实中
建总公司党组全面从严治党提高
党建工作质量的具体行动， 是全
局各级党组织深入抓好农民工党
建工作的有力推进。未来，会在农
民工党建上持续发力。

□本报记者 马超/文 彭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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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昨天， 东城区残联、 东直门街道办事处、 东直门街道残联、 东城
区残疾人心理行为康复训练中心， 在第二十六次世界残疾人日即将来
临之际， 共同举办了 “东直门扶残助残促进会” 成立暨东直门街道第
九届残疾人庙会宣传周开幕活动， 残疾人通过传统木版画技艺和文体
表演等形式， 展示残疾人的艺术风采。 会上， 8家爱心企业被授予
“优秀扶残助残” 铜牌。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东城表彰扶残助残爱心企业

汽车装调高手对决听声辨故

中建三局举办农民工党建论坛

大兴为关停“三合一”“多合一”场所中人
员举办第二场招聘会 供岗１３１０个

昨天，大兴区人力社保局、总
工会、工商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人保局和旧宫镇政府为在安全
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
行动过程中因安全隐患风险突出
而关停的“三合一”“多合一”场所
中的人员举办第二场招聘活动。

与11月27日举办的西红门地
区专场招聘会相比， 第二场招聘
会参与企业更多，达到43家，岗位
类型也更丰富，涉及到项目经理、
收银员等176个工种，招聘岗位更
是比首场招聘会增加一倍多，达
到1310个。大兴区人保局统计，在
西红门地区专场招聘会上， 共有
220人次达成就业意向。两次招聘
会累计提供1800个岗位。

此次招聘会还吸引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企业参与， 仅北京
亦庄国际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的岗位， 既涵盖了普工、 电
工、 操作工、 学徒工等普通技术
工种， 又包括人力资源主管、 人
事主管等管理岗位， 最大程度满
足不同群体劳动者的就业需求。

主办方突出了专场招聘会的
“专” 字。 大部分应聘单位都提
供食宿， 而且不限制户籍。 “我
们提供的宿舍就在公司内部， 水
电、 家具齐全， 非常正规。” 针
对应聘者提出的住宿问题， 用人
单位耐心介绍。 记者了解到， 对
达成就业意愿的劳动者， 各企业
还将结合具体岗位需要， 进行专
门的岗前培训， 确保达标上岗。

大兴区总工会组织各乡镇总
工会协调辖区企业前来招聘。 刚

刚举办完招聘会的西红门镇， 镇
总工会带来5家大型企业， 应聘
人数达到百余人。

来自山东的徐先生 50岁出
头， 原本工作的小服装厂因存在
安全隐患上周被关停。 四处找工
作的他听说后便过来碰碰运气。
徐先生说 ， 最好能解决住宿问
题， 住得安全点儿。

在招聘会现场， 人力社保部
门和民政部门还设立了专门的服
务咨询点， 为应聘者提供就业服
务咨询和临时救助咨询服务， 介
绍各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情况和
网上就业服务平台的使用方法。

同时， 此次临时救助专门针
对全区安全隐患大排查 、 大清
理、 大整治专项行动中出现的有
返乡意愿却无经济能力返乡、 生
活无着落人员实施。 根据被救助
人的实际需要， 由各镇、 街道购
买车票帮助返乡。 有救助需求的
被救助人， 可向当地临时救助工
作组提出申请， 通过登记身份并
经过实际困难状况核录后即可获
得相应临时救助。

大兴区人保局负责人表示，
连续组织招聘会是为给有意愿留
京工作的劳动者提供多样的就业
选择，使大家能在更安全、更有保
障的环境下工作。 目前大兴区各
镇、 街道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都
在陆续筹备举办招聘对接活动。
劳动者除在各镇、 街道社会保障
事务所咨询招聘活动外， 还可登
陆大兴区就业信息化服务平台或
关注公众号获取相关招聘信息。

农民工党建工作有了“行动指南”

大部分应聘单位提供食宿不限户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