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健身身月月””
受受职职工工追追捧捧

昨天，电车分公司七队开
启“职工健身月”，职工工作之
余来到车队健身室，在工会干
部的指导下展开各种器械训
练。队长刘志文介绍：“公交职
工工作辛苦且单调，同时职工
对健康锻炼也有需求，若职工
满意，活动将常态化开展。”

万玉藻 摄影报道

维达公司职工“舞蹈PK赛”展青春风采
本报讯（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平谷镇维达 北 方 公 司
工 会 举 办 了 “ 抖 音 舞蹈PK
赛”，公司50余名职工参加了此
次比赛。

比赛旨在丰富企业职工文
化生活， 展现个人风采。 比赛
中，职工们各施所长，将“抖音”
短视频中的网红热舞展现得淋
漓尽致，特色浓郁的傣族舞、新
疆舞，激情潇洒的街舞，柔美妩
媚的古典舞， 每名参赛舞者伴
随着音乐用肢体语言对舞蹈作
品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展示了
职工们较好的舞蹈基本功和积

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经过激烈
的角逐， 最终由人力资源及行

政部、生产部、采购部组织成的
“压力山大队”获得了第一名。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决赛开赛

以赛促训带动培养数十万数控高技能人才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10月11

日 至 15日 ，2018年 中 国 技 能 大
赛———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
决赛暨 “技能中国行2018———走
进北京” 系列主题活动在北京亦
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此次活动
以本届数控技能大赛为重点，同
时展示了本市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 以及技工院校在服务高精尖
产业发展、首都经济社会建设、技
能扶贫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活
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
华全国总工会等单位主办。

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是加快培
养和选拔数控高技能人才， 助推
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次重要

技能赛事。 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
大赛决赛于10月11日鸣锣，以“弘
扬工匠精神，对接世界标准”为主
题，赛时4天，全国29个省共计687
名选手参与竞技。 大赛共设数控
车工、数控铣工等5个赛项 ，分为
职工组、 教师组、 学生组三个组
别，借鉴世界技能大赛评判方式，
以参赛选手的综合职业能力为核
心，注重零件精度、加工细节和工
艺过程的考核。

据了解， 全国数控技能大赛
已成为国内先进制造技术传播的
重要平台， 是数控高技能人才培
养的快速通道。 自2004年首届以
来， 每两年一次， 至今共有4921

名选手参加了决赛， 直接或间接
地为全国机械行业培养了数十万
数控高技能人才， 推动了我国数
控应用技术的迅猛发展。

“技能中国行2018———走进
北京” 主题活动由技能交流综合
展示、 “世赛走进延庆， 服务冬
奥世园 ” 主题活动 、 “精准帮
扶， 培养新型劳动者大军” 三大
部分组成， 其中综合展示活动现
场设在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以展
板 、 展品展示和现场互动的形
式， 分国家板块及北京板块两个
部分集中展示中央对于技能人才
培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及本
市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参与世界

技能大赛、 技能扶贫等技工教育
成果。

分会场分别设在延庆和顺
义。 其中， 延庆区主题活动旨在
围绕冬奥会、 世园会等国家重大
活动， 深入推广世界技能大赛的
理念和技术， 充分展示人才培养
的丰硕成果， 提升延庆服务保障
冬奥世园的技能水平。 活动现场
不仅有世赛专家组长黎国雄讲解
糖艺西点项目技术标准和世赛烘
焙项目冠军选手蔡叶昭讲述成长
经历， 还有现场展示朱氏豆塑、
皮具雕刻 、 妫川毛猴 、 翻糖捏
塑、 拉花咖啡和韩式裱花等作品
的制作工艺。

顺义区主题活动以企业新型
学徒制发展论坛的形式拉开帷
幕， 校企双方共同探讨不断深化
校企合作的做法， 推动技工教育
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同时，活动
现场同步开展了沽源对口帮扶学
生汽修专业公开课观摩活动，消
防安全专业的实地技能体验活
动、移动机器人、花艺等职业技能
竞赛现场观摩， 以及技能大师特
色技能项目展示等， 充分展示了
本市技工教育在技能人才培养成
果、 助力对口扶贫地区全面打赢
精准脱贫攻坚战， 以及推动区域
就业结构优化配置方面发挥的巨
大作用。

本报讯（记者 曹海英） 近日，
在北京市机械施工有限公司60周
年庆祝大会上， 公司成功举行揭
牌仪式， 正式更名为北京市机械
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预示着企业
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1958年， 北京市机械施工有
限公司应运而生， 是北京建工集
团诸多专业子公司中的优秀代
表。 近年来， 北京建工机施公司

参建了北京新机场、 北京城市副
中心、 亚投行总部、 西安国际金
融中心 （350米） 等一批具有影
响力的国家级重大工程。

如今， 北京建工机施公司已
构建完成以专业施工能力为基
础， 以总承包资质和较完整的专
业资质为依托， 以施工管理组织
能力整体提升为中心的集团化产
业布局。

本报讯 （记者 张瞳 通讯员
马振涛) 近日，公交保修三厂为党
员干部精心配制 “廉洁五味餐”，
增强党员干部明辨是非、 判断得
失的免疫力。

“廉洁五味餐 ”即 ：一是以课
讲廉“保健餐”。特邀保修分公司
工会、纪委领导主讲，突出构建廉
洁家风，维系家庭幸福稳定。二是
以书送廉“营养餐”。向全体党员
等发放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罚条例》《红色家书》 等廉洁
书籍， 利用固定党日时间组织全
体党员进行系统学习领会， 使党
员干部廉洁从业 “有书可鉴”。三

是以“零”触廉“麻辣餐”。组织部
分党员干部观看 《人民的名义》
《不忘初心》 等廉洁警示教育片，
时刻提醒鞭策党员干部严守法纪
底线。四是以诗宣廉“风味餐”。通
过创作系列宣传图版的形式，将
廉政元素融入职工文化长廊，有
的放矢的对党员干部进行廉洁提
醒。五是以“心”促廉“温馨餐”。保
修三厂党政工团联合， 分层分类
对班子成员、中层管理人员、关键
重要岗位人员围绕 “一岗双责”
“廉洁认识” 等内容签订廉政公
约，进行提醒约谈，沟通思想，分
析风险，持续改进防控措施等。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10日 ，
2018年北京市“职工技协杯”康复
护理师技能竞赛决赛暨表彰会在
北京康复医院举行。 此次竞赛吸
引了来自全市29家医疗机构和护
理院校的375名选手报名参加。最
终， 来自北京康复医院的何焕弟
获得冠军。

康复护理师技能竞赛由北京
市职工技术协会联合北京市职业
技能鉴定管理中心主办， 北京市
职工技术协会和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康复医院承办。 与往届相
比， 此次比赛吸引了更多选手参
加，选手的覆盖面也更加广泛。此
外，竞赛打造了“最强评委组”，不
仅邀请了护理专业的专家， 还邀
请了国内有影响力的康复治疗师
领域的专家。

大赛今年6月份启动报名，先
后经过初赛、复赛的逐层选拔，最
终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解

放军309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朝阳医院西院等医疗机构的
20名选手闯入决赛。

决赛现场 ，20位选手首先进
行了理论考试， 随后又接受了操
作考核。实操考核前，每位选手通
过抽签的方式，确定了3项考核内
容。其中，既有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指导训练技术、 床上运动及移动
技术、 轮椅应用指导训练技术等
护理师日常工作接触较多的项
目，也有呼吸功能训练指导技术、
清洁间歇导尿指导训练技术、膀
胱残余尿量测定技术等专业性较
强的康复项目。

参赛选手、 来自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院的赵娜
告诉记者， 大赛的主办和承办单
位都给予了选手很多支持。 承办
单位在赛前组织了集体培训，邀
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对选手进行
“面对面”的指导和培训，让她学
习到了更多的专业知识。

大赛承办方、 北京康复医院
副院长刘铁军介绍， 国家相关部
门有规定， 三级及以上医院要求
康复床位不少于2%，康复治疗室
的面积不少于800平方米，但是现
在很多三级医院做不到， 而且相
关人才也比较缺乏。他表示，随着
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未来，人们对
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而康
复护理师正是支撑这一社会需求
的基础。“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比赛
平台，发现人才、推广人才，展示
行业风采，增加行业自豪感。希望
这个比赛能在产业规范化培训中
起到标杆作用， 对国家未来的养
老事业有一定帮助。”

刘铁军透露， 康复护理师技
能竞赛两年一次， 今后他们将把
这个比赛继续举办下去， 而且随
着赛事影响力和品牌的提升，以
及国家、 社会对康复行业越来越
重视， 这项比赛未来有可能会发
展为全国性比赛。

市“职工技协杯”康复护理师技能竞赛落幕
北京康复医院护士摘冠 未来或将发展为全国性比赛

公交保修三厂配制“廉洁五味餐”

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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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今年7月份，得知北京市总工

会推出了该项目， 正需要钱的这
家医药公司便咨询了办理条件，
第一时间提出了申请。 经工会推
荐，金融机构评审，他们顺利拿到
了50万元的贷款。 公司负责人表
示，贷款已经到账了，下一步公司
将启动招聘工作。 这次贷款让我
们感受到了来自工会组织的温
暖， 今后我们也会承担起自己的
社会责任，为社会多做贡献。

“‘暖心创贷’ 一时间激发
了小微企业建会入会的积极性，
让更多职工找到了 ‘娘家人 ’，
感受到了来自 ‘娘家人 ’ 的温
暖。” 张逊表示， 目前， 已有多
家小微企业提交了建会入会申
请 ， 新吸纳100多名工会会员 ，
其中有40多人为困难、 下岗、 待
岗职工， 为就业困难会员提供创
业支持与帮助， 有效地缓解了特
殊群体就业压力。

记者了解到， “暖心创贷”
项目除了贷款简捷之外， 贷款人
还可以享受贴息免息优惠。 即贷
款人在偿还了银行贷款本息后，
向市总工会提出书面贴息申请，
经审核无误， 将给予贴息， 进一

步帮助创业职工缓解资金压力。
2017年年底，“暖心创贷”项

目进一步调整了方案， 增加了大
学生、劳模、先进工作者、退役转
业军人等人员类别。与此同时，将
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人员、双
创企业纳入贷款对象范围， 让更
多工会会员享受到工会福利。

据了解， “暖心创贷” 项目
启动以来， 保障中心共收到57份
贷款申请。 截至10月10日， 合计
放款金额245万元， 另有10家企
业已进入担保和银行审批阶段，
预计总金额近500万元。 “为企
业职工送温暖， 为生病职工送保
障， 为创业职工送资金。 如今，
‘暖心创贷’ 越来越受企业与职
工欢迎， 成为工会服务职工、 联
系职工的又一暖心之举。” 保障
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