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地劳动竞赛
比质量赛安全
11日，在昌平区西沙屯村、满

井西队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
项目的回迁安置房施工现场，北
京建工地产与建工二建公司联合
举办劳动竞赛启动仪式， 动员号
召全体参建人员比协同、比工期、
比安全、比质量、比管理，达到出
效益、出精品、出经验、出成果、出
人才的竞赛目的。

本报记者 白莹 彭程 摄影报道

学学习习贯贯彻彻十十九九大大精精神神
推动工会工作改革创新

本报讯（记者 马超） 近日，全
总海员建设工会副主席曹宏伟一
行 4人莅临北控集团调研互联
网+工会工作。 北控集团党委常
委、工会主席邢莉萍接待来访，智
慧城市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张颖
芝，党委副书记潘婕，集团工会副
主席沈洪亮及集团基层工会干部
参加调研活动。

会上， 邢莉萍汇报了北控集
团的基本情况、 近几年北控集团

工会工作和互联网+工会开展情
况。 工作人员围绕数字工会模块
功能、 内容和使用方法等进行了
在线汇报演示。 调研组就各个模
块的详细功能以及目前职工使用
情况， 与北控集团工会进行深入
的交流研讨。

当天下午， 调研组到智慧城
市参加由北控集团基层企业职工
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与会代表分
别从数字工会使用体会及如何更

好满足职工多样化服务需求等方
面展开了充分的研讨。

曹宏伟表示，北控数字化服
务职工工作体系的建立值得全
国交通建设系统学习。 她提出
三点要求， 一是要深化工会工作
供给侧改革， 为职工提供个性化
服务；二是要坚持创新方向，保持
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三是要善
于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开展工会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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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北京住总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宝申
党的十九大对工会工作提出

了新使命和新要求。 北京住总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宝申表示，
集团党委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
神， 深刻领会国有企业做好工会
工作的重要意义， 把团结引领职
工听党话、跟党走，将思想统一到
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把力量凝
聚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
任务上来， 作为住总集团党委领
导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忠诚使
命、责任担当，以新时代、新作为，
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

“继续以构建住总 ‘大党建’
格局为引领，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 确保
工会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
向前进。” 王宝申说， 集团党委

将切实把党建融入工会中心工
作， 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
贯穿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全过程，
层层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和做强做
大， 提供坚强的思想、 政治和组
织保证； 以更大力度、 更实举措
推动工会改革向基层延伸， 把保
持和增强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
性贯穿深化工会改革全过程， 抓
好品牌、 用好载体、 务求实效、
注重创新， 切实承担起引导职工
听党话、 跟党走的政治任务， 团
结动员广大职工在全面从严治
党，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
挥主力军作用。 “2018年， 住总
集团将继续开展以 ‘百名书记抓
整改、 千名党员促提升、 万名职

工圆梦想’为主题的‘百千万’活
动。集团工会也将以‘五个理念’
开展工作，即：联乡助学、精准扶
贫；党建引领、先锋竞赛；精益微
创、打造工匠；热爱祖国、忠诚国
企；关爱职工、心灵驿站。”

王宝申指出， 为了传承弘扬
新时代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担当
精神和创新精神，今年，住总集团
将通过在职工队伍中评选 “百名
工匠大师”和“百名标杆个人”，树
立先进榜样，弘扬模范精神；广泛
开展“精益微创”活动，调动职工
岗位创新积极性， 激发劳动过程
中的思考与智慧，打造工匠队伍，
推动广大职工在促进企业管理、
安全生产、 经营效益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开展党建引领、先锋竞

赛；突出培训职能，锻造有知识有
技能的住总产业工人队伍； 制定
适合集团特点的人才培养体系，
培养专业能力，弘扬专业精神。培
育“身在兵位，胸为帅谋”的岗位
职业素养，发扬敬业奉献精神，自
觉树立大局意识。

王宝申强调， 要全心全意依
靠职工，职工是企业的主人，是企
业发展的力量源泉。 要关心关怀
职工生活， 把党的温暖传递到职
工身边。“住总集团各级党组织将
始终坚持走好群众路线， 做到胸
中有时代，心中有职工，始终与广
大职工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团结、依靠、动员职工群众
共同推动企业发展；深入做好‘联
乡助学、精准扶贫’活动；建好职

工家，开展好职工文化活动；开展
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 依法保障
职工民主权益 ； 坚持职代会制
度 、 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
度、 职工董事监事制度， 树立以
人民为主体、 以职工为主体的理
念， 以职工满不满意作为衡量工
作的标准，使职工有更多获得感，
共享企业改革发展成果， 共圆时
代梦想。” 本报记者 崔欣

以更实举措推动工会改革向基层延伸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西城区
椿树街道总工会将开展 “午间一
小时”活动，利用午间休息或企业
特需时间为职工提供养生、健身、
心理减压等服务。

据了解，为了开展此次活动，
椿树街道总工会创新了服务载
体，将依托区域企业行业特色，建
立一个完备的师资人才库， 同时
聘请知名专家作为补充， 以便为
职工提供一系列服务。 街道总工
会主席郝冬梅介绍，为了让“午间

一小时”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向辖
区职工发放了 《职工需求情况调
查问卷》，邀请职工全程参与活动
内容的设计。“我们在摸清了职工
的兴趣爱好与活动意向的基础
上， 确定活动将以讲座及互动体
验为主要模式。今后，我们将逐渐
形成一个 ‘午间一小时’ 服务菜
单， 辖区企业和职工可依此 ‘点
单’，来享受他们需要的服务。”

此外， 街道总工会还充分考
虑了部分企业午间休息时间较

短，职工没有时间参与活动，或者
部分企业没有活动空间无法参与
等情况，推出了“固定时间服务与
预约时间服务相结合”“固定场所
与流动场所服务并行” 的服务理
念。据了解，今年，街道总工会将
以建设有为工会、平安工会、暖心
工会、智慧工会为工作目标，精心
谋划和扎实推进工会改革工作。
“午间一小时”活动就是其中的一
项， 希望借此来丰富职工文化生
活，实现工会服务的广覆盖。

椿树工会将推“午间一小时”帮职工减压

全总海员建设工会调研北控“数字工会”

本报讯（记者 余翠平 通讯员
张薇 李琳琳） 近日，中铁置业十
三五“建功置业杯”劳动竞赛誓师
推进会暨“跨越大发展 青年勇担
当”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中铁置
业开发建设的济南“中铁城”项目
现场举办。 启动会采用了媒体网
络直播的方式， 中铁置业各子分
公司党政领导、各部门负责人、职
工代表及济南市民同步收看了大

会盛况。
誓师推进会上， 中铁置业的

四家企业分别从群团组织的不同
侧面就劳动竞赛开展一年以来积
累的经验进行了现场分享。 会上
还宣读了倡议书，进行了“青年突
击队”的授旗仪式。参会代表庄严
宣誓：全力奋战十三五，夺取建功
置业杯，为建设宜居美好空间，推
进跨越式大发展贡献力量！

誓师推进会后， 中铁置业还
组织了劳动竞赛的研讨会及如何
在新形式下推进劳动竞赛的主题
授课， 把劳动竞赛的主攻方向聚
焦在提质增效助力发展上； 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 打造一流员工队
伍； 把加大成果转化和经验推广
作为长效模式， 全面开启劳动竞
赛的新进程， 让劳动竞赛成为企
业发展的原动力和助推器。

劳动竞赛誓师会 中铁置业青年勇担当

(上接第1版)
刘伟指出， 首都工会有着光

荣的传统， 我们要继承并发扬这
些优良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 首都工会带领广大职工
群众为新中国建设， 特别是首都
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比如，北
京十大建筑等重大工程建设中，
工会在组织动员职工、 开展劳动
竞赛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
在工作过程中培育出了毛泽东号
机车、劳模张秉贵“一抓准”等一
批既有中国特色又有首都特点的
工会品牌，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
人才。同时，也形成了首都工会良
好的工作作风， 打造出一支充满
激情、雷厉风行、吃苦耐劳、深入
一线的工会工作者队伍。

刘伟强调， 新时代工会工作
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 又面临着
严峻的挑战。 2015年召开的党的
群团工作会议， 明确指出了群团
工作的性质定位以及存在的主要
问题。 新时代工会工作要如何发
展？ 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引，
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学懂、 弄通、 做实。 团结带领
广大职工群众朝着实现中国梦和
个人梦的目标奋斗、 不断满足职
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
我们工会的机遇和工作动力。 我
们要抓住新时代这一难得的机
遇 ， 紧贴新时代职工群众的需
求， 培育服务项目， 提高服务质
量。 同时， 首都工会还要看到当
前面临的挑战， 一是工会如何紧
密联系好职工群众 ， 增强吸引
力、 凝聚力。 二是新时代工会工
作如何深化改革创新、 如何进一

步增 “三性”、 去 “四化”， 不断
激发工会组织生机活力， 努力把
工会工作真正深入到基层去、 深
入到职工群众中去。

刘伟要求， 目前， 工会最重
要的工作， 就是要强化思想理
论 武 装 ， 坚 持 用 习 近 平 新 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 、 指导实践 、 推 动 工 作 。
要结合工会工作实际， 进一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
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 始
终坚持新时代工运事业的正确前
进方向。 特别是， 要研究引领职
工的方式方法问题， 营造劳动光
荣的社会氛围； 要研究工会工作
的组织体系问题， 要适应社会的
深刻转型， 深化工会改革， 增强
组织活力， 适应信息化、 扁平化
的社会变化； 要研究工会工作的
服务方式、 活动方式问题， 要善
于把握职工需求变化的趋势， 提
供差异化、 精准化的服务； 要研
究工会干部队伍建设问题， 努力
锻造一支与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相适应、 与首都地位相
匹配，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工
会干部队伍。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
主席郑默杰， 市总工会副主席蒋
文云陪同调研。

非非公公企企业业职职工工学学插插花花
近日，东城区东四街道总工会根据非公企业职工需求，购买第三方

服务举办插花活动。 在老师讲解下， 参加活动的职工发挥团队合作精
神，修剪花枝、整理花朵、讨论扦插位置，并向老师取经。经过职工精心
设计，一盆盆鲜花艺术品呈现在大家面前。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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