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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集团凝聚职工为企业发展创造价值

专题

以以服服务务职职工工为为主主线线 主主动动作作为为 精精心心谋谋划划

组织各专业技能竞赛， 激励
广大职工不忘初心、 恪守匠心，
积极学技术、 练本领、 增技能；
组织文体协会， 并借助协会的平
台开展丰富多彩、 小型多样、 职
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 提升职
工文化内涵； 不断完善维权帮扶
体系， 结合实际从职工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出发， 切
实履行维权帮扶职责…… 2018
年， 首创集团工会以服务职工为
主线， 主动作为， 精心谋划， 在
工会改革过程中 ， 坚持党的领
导、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创新发
展， 从职工需求入手， 更加直接
地联系职工、 服务基层， 维护职
工权益， 强化了工会组织吸引力
和凝聚力。

“工会工作一定要办到职工
心里去， 要办成党关心、 凝聚、
领导职工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让
工会真正成为职工的家。” 首创
集团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宋丰
景说。

关注职业发展
助力职工成才

“职工的职业发展方向、 技
术技能的提高， 是集团工会首要
关注的问题。” 宋丰景告诉记者，
近年来， 首创集团工会在关注职
工的职业发展方面， 投入大量精
力， 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前年9月， 首创集团首届职
工技能竞赛暨首创股份首届 “水
务工匠” 杯管道工技能竞赛在徐
州首创刘湾水厂举行， 马鞍山首
创、 徐州首创等十家水务公司30
名管道工参赛。

去年， 首创集团继续组织了
第二届职工技能竞赛， 暨首创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匠心
杯” 职工技能大赛。 来自全国各
地的首创职工们在两天的时间
里， 参与了 “首创之峰” 营销技
能和 “首创钜匠” 消防技能的两
项比赛。

“准备的过程很有乐趣， 小
伙伴们都愿意听我演讲， 然后给
我提一些建议。 未来， 我给客户
进行销讲时， 也将更加有底气。”
北京公司的选手李珍珍参与了
“首创之峰” 营销技能大赛 ， 她
很感谢这次技能比武给她提供了
一个学习的机会， 让她能够在公
众表达、 演讲技能、 专业知识上
有所提高。

在 “首创钜匠” 消防技能比
赛中，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8家首
创奥特莱斯分别派出职工， 参与
快速灭火救援操和快速接力出水
操2项职业技能比拼。

“消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年都有各种消防技能的训
练， 通过不断加强防范措施， 达
到保障商场安全的最终目的 。”
刘连磊是北京公司微型消防站的
负责人 ， 也是北京代表队的领
队。 在他看来， 通过此次的技能
比武 ， 一方面起到了宣传的目
的， 让企业的领导和员工加强了

消防安全意识， 另一方面能够和
全国各地的同行交流学习， 不断
提高自身消防水平。

通过集团工会组织的劳动竞
赛， 引领和带动各级基层单位主
动开展涵盖多行业、 多专业技能
比赛，是集团工会的另一个目的。

首创股份有了2017年举办技
能大赛的基础， 2018年主动组织
了公司级的劳动竞赛， 首创股份
第二届水务工匠杯 （污水化验
工） 技能竞赛于9月份举办。 经
过前期层层选拔， 比赛汇聚了来
自27家项目公司的30名一线污水
检验检测员工。

“公司要大力弘扬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担当奉献的劳模精
神、 开拓创新的奋斗精神， 让员
工在首创的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
的光彩。” 首创股份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杨斌表示， 自2017年举办
第一届竞赛以来， 水务工匠杯技
能竞赛已经成为首创股份展示员
工风采、 选拔技能人才、 培育工
匠精神的重要载体。

“面对新形势、 新挑战， 集
团工会要切实采取措施吸引人
才、 培养人才、 用好人才、 留住
人才， 大力实施人才兴企战略，
把企业做大、 做强、 做优。” 宋
丰景说。

组建文体协会
激发职工激情

“现在的职工， 光板着脸教
育是行不通的， 需要激发他们的
激情。 这就需要工会发挥作用 ，
让职场呈现出一种生动的局面
来。” 宋丰景介绍说， 首创集团
工会自2015年以来， 陆续成立了
9个文体协会， 借助协会平台开
展丰富多彩、 小型多样、 职工喜
闻乐见的文体活动， 提升职工文
化内涵。 以此展示广大职工积极
进取、 拼搏奉献的精神风貌， 激
发员工对首创大家庭的归属感和
自豪感， 营造出 “幸福每一天”
的浓郁氛围。

近些年兴起摄影热， 很多职
工都爱扛起专业器材， 利用闲暇
时间到环境优美的地方进行拍
摄。 首创集团的职工也不例外，
首创集团摄影协会不仅邀请专业
摄影老师前来为职工授课， 还定
期组织职工到郊外采风。

去年5月， 在古老的司马台
长城脚下， 首创集团摄影协会基
地举行了揭牌仪式。 “首创集团
摄影协会基地的落成进一步丰富
了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 为
集团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了学习
交流的室外场所。” 摄影协会负
责人马勇民告诉记者。

除了摄影等文化活动外，在
体育项目上， 首创的职工积极性
同样高涨。 去年5月，首创集团足
球协会代表队在“北京电控杯”足
球赛以小组第一成绩出线。 不仅
在集团内部踢， 还广泛参与社会
足球活动，以多元的活动形式、丰
富的活动内容， 吸引着首创职工

积极参与到足球运动中， 感受足
球运动的魅力， 体验足球运动的
乐趣。同时，也拉近了不同行业兄
弟单位之间的距离。

同样作为团体项目， 去年首
创集团篮球协会组织的篮球比赛
历时一个多月， 共进行了15场比
赛 。 球员们全力以赴 、 并肩作
战， 演绎了一个个精彩的瞬间。

此外， 首创集团自行车协会
于去年6月举办了主题为 “改革
不停步， 首创再出发” 的骑行活
动。 当天， 在顺义区新城滨河森
林公园内， 来自集团系统的50余
名骑行爱好者， 在蓝天碧水映衬
中， 沿潮白河岸， 杨柳成荫中畅
快骑行， 感受自然清新， 体验运
动激情。

自行车协会负责人吴达表
示， 这次活动不仅是纪念改革开

放40年 ， 更是倡导 “绿色 、 健
康、 环保、 低碳” 生活理念。 通
过骑行活动， 首创人展现了改革
不停步、 续写发展新篇章的国企
风貌，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做生态
文明引领者、 美丽中国建设者和
守护者的责任与担当。

去年5月至8月期间， 首创集
团乒乓球协会举办的乒乓球联赛
历时四个月， 集团系统的13支代
表队经过78场的激烈角逐。 参赛
选手们在比拼球技的同时， 进一
步增进了兄弟单位之间的团结和
友谊， 彰显了首创职工健康向上
的精神风貌。

与略带竞技色彩的项目相
比， 首创集团长走协会去年举办
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长走大
赛， 职工参与范围更加广泛， 无
论年纪， 无论性别， 也不受场地

拘泥 ， 只要随身带着手机记步
数， 就能参与到比赛中来。

长走比赛为期40天， 共有集
团系统17支代表队1200余名队员
参加。比赛以手机“QQ运动”作为
竞赛平台， 实时记录每名队员的
运动数据， 参赛职工用脚步走出
首创人风采，用长走丈量人生，用
健康的生活方式奋力前行。

“让不同年龄、 不同爱好的
职工， 都能在集团内找到他们心
仪的协会， 并参与其中， 通过各
种活动缓解工作带来的压力， 同
时也能展现出各自的风采。” 宋
丰景总结说。

开展维权帮扶
做好服务职工工作
在开展困难职工救助慰问方

面， 去年年初两节期间， 首创集
团工会对50户特困职工和10户患
有重大疾病职工家庭进行了困难
救助， 发放困难慰问救助金48万
元。 集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将慰
问金分别送到基层单位困难职工
家属手中， 同时带去首创集团的
温暖与关注。

去年9月， 首创集团总部与
首创环境所属首创环卫公司开展
了以 “创优美环境 ， 建美好家
园， 献一份心， 尽一分力” 为主
题的党日清扫活动。 80多名职工
分别组成七个清扫小组， 为首创
环卫工人送去暖心的问候， 对环
卫工人默默付出表示衷心感谢，
并为每位环卫工人送上慰问品，
让基层一线职工感受到首创集团
的关爱与鼓励。

在延伸在职职工互助帮扶方
面， 首创集团工会继续跟进工会
会员互助服务卡的办理工作， 截
至2018年底 ， 办卡率达到96%，
去年新增办互助服务卡352人次，
保障了集团在京会员均已享受到
互助互助卡的服务及在职医疗互
助等优惠待遇。

宋丰景介绍说， 首创集团工
会会员医疗互助保险的出险及赔
付工作从未间断 ， 2018年工会
会员医疗互助保险超封顶线单位
有8家， 涉及会员26人， 共享受
互助保险报销约17万元。 在职职
工互助保险营造了和睦、 温馨锦
上添花的人情氛围， 让会员们实
实在在感受到工会福利悄悄的融
入工作生活中的每个细节。

记者： 为什么首创集团工会
如此重视职工的发展， 尤其是一

线职工的发展？
宋丰景： 一线职工是首创大

厦的根基， 没有一线职工就没有
首创集团。 直接创造价值、 直接
创造收入的， 是我们开垃圾车的
职工， 是我们处理污水的职工，
是我们从事投资项目、 做营销的
职工， 这些人的素质直接决定了
首创的价值。

我 们 不 能 给 职 工 金 山 银
山 ， 但我们给职工的技能和历
练 ， 会让职工更具价值 。 人是
第一资本， 人是产生价值的最根
本的源头。 只要把人培养好， 使
用好， 企业也就有了发展的不竭
动力。

记者： 对于做好困难群体的
帮扶工作， 首创集团工会有怎样
的思路？

宋丰景： 做以人为本的 “维
护者”， 做好困难群体的帮扶工
作， 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是首创
集团工会组织必须承担的政治责
任。 帮扶济困， 就要从解决困难
职工最关心、 最迫切的现实问题
入手。 例如， 通过各个机制进行
保障， 绝不允许我们的职工得了
病， 因为没钱而放弃治疗。

我们发展企业的目的， 一方
面是为国家提供价值， 另一方面
是为了员工的发展。 如果企业发
展得很好， 而我们的职工过着苦
日子， 那我们就失去了发展的目
标和方向。 可以说， 工会工作是
救助困难职工众多政策中的兜底
机制， 是最后一关。 要尽量不让
职工出现困难， 一旦职工出现困
难， 必须由工会出面帮助解决。

【对话】

首创集团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
宋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