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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竞赛班组提升工人技能

小簋街建700平米便民综合体

民政普法

今朝旧忆 老矿匠心

“没想到这个项目每天都有
专人检查， 每周都有测评打分，
每月都会有评比， 有了名次还能
表彰得到鼓励。” 在京藏高速东
侧朱辛庄北路南侧二期地块， 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用房工程
项目工人张明很开心， 因为他得
到了本月的表彰鼓励， 一张免费
洗衣卡。

记者了解到， 该项目部为劳
务队、 班组、 工友个人打造成长
的平台。 项目部按施工片区划分

责任区， 开展安全生产劳动技能
竞赛 ， 制定竞赛细则 ， 成立安
全、 质量、 进度、 成本、 生活区
5个考核小组 ， 实行 “日检查 、
周打分， 月评比表彰”， 让竞赛
活动覆盖全部施工区域， 每月评
选出集体综合第一、 安全第一、
质量第一。

同时 ， 项目开展先锋擂台
赛 ， 劳动竞赛中涌现的先锋人
员、 群英接力打擂台。 项目部组
建先锋粉丝团对他们实行“点赞”

考核。根据点赞数量，每月评选出
“安全之星”“质量之星” 等标杆。
该项目部班组结对子10对， 个人
结对子16对，新员工“导师带徒”
18对，评选出安全之星21人，质量
之星10人。劳动竞赛、先锋打擂台
在施工现场全面掀起学标杆、 比
先进的竞赛高潮。

工友们在竞赛中增强了安全
意识， 提升了作业技能， 得到嘉
奖或回答对问题的当场得到奖
励， 激发了工友们参与的热情。

抓人物典型
让工匠精神落地生根

作为该书的主要撰稿人， 刚
过三十岁的首钢矿业公司工会干
事刘媛在书中发表署名文章8篇，
并直接负责全书的编辑和修改工
作。 她介绍， 公司自1959年建矿
至今已有近60年历史， 职工总数
高峰时达26000人， 下属单位最
多时达到近30个， 现涉及到的工
种有80多种。

“公司非常重视对历史文化
的发掘， 2016年编辑出版的 《铁
源记忆》 丛书， 对矿山历史进行
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 刘媛说 ，
矿业公司党委意识到， 历史虽然
是企业的历史， 但也是由人创造
的， 这些人创造历史的故事会以
小见大， 更加震撼。 同时， 企业
现在处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转型
期， 大力提倡提质量、 创品牌，
精细集约化发展， 更需要广大一
线职工的工匠精神。

刘媛坦言， 矿业公司从无到
有、 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 大家
都意识到没有这些工匠当年的苦
中作乐、 精耕细作， 就没有矿山
的今天。 因此， 选取了45名在各
个历史时期具备行业代表性、 在
平凡岗位创造出不凡业绩、 技术
精湛的典型人物进行采访。

在采访编写过程中， 刘媛和
同事们发现， “惟精惟一、 至善
智学、 勤思善悟、 苛求极致、 勇
挑重担、 志趣非凡” 是45名 “矿
山工匠” 的共同特质。 这些人中
有从未上过一天学， 却为学习修
理技艺苦读几千本书的 “八级
半” “书痴” 汽修工李士奇； 有
自学多国语言， 掌握国外先进技
术， 从矿车修理工到重型矿车研
发人的孙立周； 也有将成千上万
个备件数据丝毫不差记在心中的
备件管理员刘敏……

“与这些匠人忠于一艺、 追

求卓越的艰难历程一样， 对他们
的采写也遇到重重困难， 然而大
家经历的内心震撼远比困难多得
多。” 刘媛说。

全国劳模、 汽修工李士奇已
经去世 ， 已经90多岁的老伴住
院， 大家就在医院走廊采访他的
女儿， 并得知李士奇15岁时便被
日本人抓去做修车的童工， 而退
休后他不愿放下手头工作又干了
整整十多年， 直到74岁去世， 他
把一生都献给汽修事业。

人称 “土工程师” 的钳工设
计师安祯祥， 患了脑血栓， 无法
说话， 家人也无法完整讲述其故
事， 全家只有老人的一些设计图
纸、 简历表和荣誉证书。 刘媛等
人走访了多位他之前的同事、 老
领导以及他的徒弟们， 采访完后
对大家口中的这位工人工程师愈
加钦佩。 “老人只有小学文化，
却在长时间工作中把现场摸得十
分清楚 ， 画零件图甚至不用参
考， 画完拿给工人加工可以直接
使用。”

为保证一位老工匠故事中几
个数据的准确性， 刘媛的同事井
春 苓 反 复 找 到 多 名 当 事 者 核
实 ， “因为体现老工匠手艺高
超的细节， 就反映在1至2毫米的
差别之间。”

育青年工匠
技能精英促企业转型

“矿山历史文化资料， 应比
矿产资源更宝贵！ 这些 ‘富矿’
需要不断挖掘与传承， 他们是矿
山人永远的精神财富。” “书中
更多反映的是优秀工人的群体，
歌颂的是在建设矿山中贡献青春
和贡献才华的一代又一代矿山工
人， 基层精彩浓烈， 看似普通的
矿山职工成为了主角， 增强了广
大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现
在的企业太需要匠人精神了， 年
轻人要向老一辈矿山精神和矿山

匠人致敬。” 《矿山工匠》 一书
出版发行后， 引发强烈反响。

刘媛介绍， 目前公司职工的
平均年龄为38.8岁， 35周岁以下
青年职工占到在岗职工总数的
35%以上， 青年职工逐渐成为了
主力。 为了让更多青年职工践行
工匠精神 ， 实现工匠精神的落
地， 2016年起， 该公司每年举办
为期一年的 “职工技能精英赛”。
2017年， 进一步扩充参赛工种，
丰富比赛形式， 竞赛工种按3类、
8项设置， 共有9个基层单位160
余名职工参赛， 通过持续开展技
能培训、 竞赛等活动， 学中赛、
赛中学， 在培养一批青年工匠的
同时， 营造学技能、 强本领的浓
厚氛围。

90后运输部内燃机车司机陈
庆立已是全国钢铁行业技术能
手； 80后杏山铁矿于连友、 孟凡
忠在全国冶金矿山行业技能大赛
中分获281台车冠亚军， 大石河
铁矿的陈明江获得电铲司机亚
军， 3人均被评为 “全国技术能
手”。 2016年底， 公司召开 “创
新创优创业” 交流会， 给予陈庆
立通报表彰、 晋升工资、 一次性
发放奖金等多项奖励， 让职工看
到了企业对技能人才的注重和对
青年工匠的培育。

首钢矿业公司建矿近60年 ，
矿山文化中充斥着工匠精神的基
因。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
的关键关口， 该公司不仅要继续
迎接生存挑战， 还要在转型升级
领域苦练内功， 把工匠精神发扬
光大， 促进企业文化全员共建，
为企业积累源源不断的创新活
力， 为首钢和矿业改革转型发展
多做贡献。

今年2月份， 北新桥三条启
动整治工作， 如今的 “小簋街”
变成什么样呢？ 昨天， 记者来到
了北新桥三条实地回访， 见证了
背街小巷实实在在的变化。

走进胡同， 原本那个车辆通
行困难， 餐馆油烟乱排、 垃圾乱
扔的 “小簋街” 不见了， 成了一
个有绿荫处、 有鸟鸣声、 有老北
京味的清净、 舒适的公共空间。

“以前胡同里卖菜的大多是
流动的小商小贩， 食品安全没有
保障， 想买齐生活所需往往得转
半天。 现在街道建立了便民综合
体， 让我们足不出店就能办齐日
常所需， 真是太方便了。” 一位
刚从综合体采购出来的大妈说。

北新桥街道按照升级业态服
务 模 式 为 导 向 的 原 则 ， 对 百
旺 菜 市场进行升级改造 ， 建立
便民综合体， 占地面积由460平
方米扩展为700平方米， 商户由
18家扩大为30家， 涉及菜站、 肉
食店、 家政服务、 电器维修、 美
容美发等， 不乏老北京人熟悉的
百年义利老店等老字号品牌。 与
此同时， 北新桥街道保留了三条
内 原 有 的 便 民 菜 市 场 、 同 日
升 粮 店等便民商超 ， 方便居民
日常生活。

“以前来幼儿园接送孩子 ，
商家占道经营、 车辆乱停乱放让
胡同过个人都困难。 现在商家经
营规范了 ， 非机动车停放有序
了 ， 机动车也规范为单向行驶
了， 街道还在幼儿园门口安装了
便民座椅 ， 增设了绿化景观 。”
刚刚送完孩子的阿姨说。

为缓解胡同交通拥堵， 作为
胡同交通微循环试点区域， 从11
月11日起， 北新桥三条由原来的
双方向行驶改为由东向西单向行
驶。 除了交通拥堵， 停车难也一
直是困扰城市治理者的难题。 为
此， 北新桥街道聘请专业设计公
司对北新桥三条进行统一的规划
设计， 包括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停
车位等。 截至目前， 已施划机动
车停车位53个、 非机动车停车位
7个， 并交由物业公司进行后续
管 理 。 北 新 桥 街 道 已 启 动 北
新 桥 三条架空线入地工程 ， 预
计拔除电线杆56根， 这也标志着
北新桥三条整体提升工程基本完
工。 按照区级任务， 北新桥地区
其他胡同的架空线入地明年陆续
实施。

昨天，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 北京市民政综合执法监察
大队、 东城区民政局联合开展 “‘12·4’ 国家宪法日” 暨 “民政法
治” 宣传活动， 通过布置30余块宣传展板、 播放 《法治中国》 宣传
片、 做问卷调查、 发放宣传册等方式， 向居民介绍首都民政执法建
设情况。 本报记者 盛丽 摄影报道

日检查 周打分 月表彰

一本书， 历时一年的采写编录， 用52万字、 390幅照片， 记录了45位传奇人
物； 300余位和矿山结缘职工和家属的讲述， 让公司近60年的光辉岁月、 几代矿山
人摸爬滚打的故事重新闪耀在人们的视野。 2017年9月底， 由首钢矿业公司编著的
《矿山工匠》 一书正式出版发行。 书中主人公没有光鲜亮丽的职务头衔， 大部分来
自首钢矿业公司的基层一线， 却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十几年、 几十年甚至一生，
将工匠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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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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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总工会职工（农民工）
法律援助工作站日前揭牌。 该工
作站设在银川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受理大厅， 是宁夏首家设在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职工维权
机构。由111名律师组成的服务团
队将零门槛、零距离、零收费为银
川市职工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法
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代理仲裁
诉讼等服务。

这一变化来源于银川市总今
年建立的 “1+4” 一体化维权新
模式， 它将为职工提供更加专业
贴心的服务。 其中 “1” 是指打
造全市统一的系统化维权服务平
台， 在市本级、 县 （市） 区建立
职工维权调解中心， 在乡镇、 街
道、 园区普遍建立职工维权调解
工作站。 此次职工法律援助工作
站入驻劳动人事仲裁院， 也是银
川 市 总 对 “ 1” 的 创 新 做 法 。
“4” 是建立 “监督+调处+援助+

普法” 合力工作机制， 工会与人
社、 司法等部门联动， 构建矛盾
纠纷化解社会化格局。

“这一模式精简了办事流程，
使维权工作真正做到了高效率。”
银川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工作人
员介绍， 该模式实现了工会维权
网络平台的一体化运行、 维权各
项措施一体化衔接， 使职工维权
更加规范化、 系统化、 便捷化、
立体化。

截至目前， 银川各级工会共
建立职工维权调解中心7个、工作
站58个， 职工维权律师服务团吸
纳律师223名、 法律服务志愿者
593名，建立了“律师坐班”常态化
工作机制。 工会为职工提供法律
援助维权的效能大为提高，今年1
月至9月， 共受理职工来电来访
878件1902人，办结863件，办结率
为98%； 为995名职工成功讨薪
290.57万元。 据《工人日报》

银川打造“1+4”一体化维权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