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海淀淀职职工工学学绘绘彩彩蛋蛋
近日，海淀镇总工会在工会服务站开展了“大美海淀魅力非遗 千

年文化薪火相传”———传统文化课程进基层主题活动，来自辖区的30余
名职工参加了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赵斯
妮讲解了彩蛋绘制步骤及注意事项。通过学习，职工充分发挥想象力，
在蛋壳上画出了自己心仪的图案。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马超）近日，平
谷区总工会、 平谷法院共同举办
的“迎新春”鹊桥联谊会在平谷法
院举行， 来自平谷30余家单位的
80名职工参加联谊会。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 现场所
有人员开展了“缘来是你”“变化”
的初识活动， 通过男女混搭一对
一轮换的自我介绍留下初步印
象，并以“最强大脑”的活动形式
鼓励现场的青年记住更多的异
性，进一步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
青年职工在互动中从刚开始的羞

涩和被动变得越来越活跃， 主动
挑选自己的搭档。 在 “小丑贴鼻
子”环节中，蒙着眼睛的男职工在
搭档 “左左右右、上上下下”的指
挥中将鼻子贴到指定位置， 选手
们的慌乱动作引得现场笑声阵
阵。“一箭穿心”活动中，男女配合
拉弓射箭， 为射中把心而共同努
力。“幻彩飞扬”活动中，男女相对
站立，把气球吹到对方的位置，现
场的选手无法用手碰触气球，只
能下蹲、 弯身用各种姿势将气球
吹起。

通过精心策划， 联谊活动现
场笑声不断、掌声连连。大家通过
参加此次活动对彼此有了进一步
了解，现场还建立了联谊相亲群，
为职工搭建了沟通平台。

本报讯 近日，西城区大栅栏
街道总工会开展职工读书会 《解
读宣南文化》主题活动，基层单位
近6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特邀请了宣南文化博物
馆顾问、大栅栏系列丛书———《红
色足迹》 的撰稿人王克昌老师对
宣南文化进行讲解。 通过此次读
书会让工作在大栅栏地区的职工
了解到本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
透过王老师生动的讲解， 使职工
了解到众多伟人、革命烈士、地下
工作者都曾在这里留下珍贵足
迹，大量感人事迹曾在这里发生。
活动现场， 年长一些的会员说：
“在大栅栏工作这么多年，从来不
知道这里还发生过这么多重要事
件，感觉特别震撼，希望以后读书
活动可以长期举办。”

据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区总工会支持下，街道开展
了“书香在西城，阅读大栅栏”职
工读书会专项活动，持续两个月，
惠及职工480余人，通过书香文化

不仅提升了职工素质， 还形成了
有特色的书香工会， 未来我们将
继续了解职工之所需， 贴近会员
生活、服务好属地职工。 （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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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通讯员 娄文）“作为
一名党支部书记， 要充分履行部
门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
责……”这是航天科工二院203所
领导干部述职述廉会上的一幕。

近日，203所召开领导干部述
职述廉会， 进一步强化领导干部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意识和担
当意识， 综合考察各领导干部在
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表现，
做到既重政绩又重政德。 参会领

导干部对照年初签订的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书和责任清单汇报自身
完成学习情况、落实廉洁党课、组
织廉洁教育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总体情况等， 分享好的做
法，剖析工作中的不足。

参会人员表示， 开展干部述
职述廉进一步压实了领导干部的
“一岗双责”， 促进各部门的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出成效， 更好地推
动新一年业务工作安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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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工会干部热学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

本报讯 （通讯员 韩颖 ）为贯
彻落实新个人所得税法的政策内
容，让职工能够及时、充分地享受
国家个税改革政策带来的红利，
近日， 通州商业资产运营公司召
开由全体职工参加的 “个税改革
政策专题培训会”。

会上， 商资公司财务部相关
负责人就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新政
策、新规定做了讲解，尤其详细讲

解了赡养老人、子女教育、首套房
贷款、住房租金、继续教育和大病
医疗6项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扣
除方法和内容。 并通过观看专项
附加扣除申报操作培训的视频更
好地帮助职工了解各项扣除指标
的要求、条件及操作流程，同时在
会上对扣除项的统计工作进行了
部署落实。职工表示，一定会据实
申报各项内容。

通州商资公司专题培训开讲税改新政

大栅栏街道职工读书会讲授宣南文化

校企办学精准对接培训需求 把德国讲师请进来让中方职工走出去

祥龙博瑞打造专业化国际化汽修人才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题是

德国人出、标准德国人定、地点在
德国、裁判全是德国人。”在36名
中德汽修工参加的汽修对抗赛
中， 北京祥龙博瑞汽车服务 （集
团） 公司参赛的5名职工有4名位
列前5，还拿到了冠军。

近日，中德“北京·南图林根”
职工汽车维修对抗赛在德国南图
林根手工业协会罗尔-克罗斯特
职业培训和技术中心落下帷幕。
本届对抗赛中， 由北京市总工会
选派的20名中国选手与德国南图
林根州的16名选手， 围绕两轮理
论考试以及发动机机械测量、发

动机故障诊断、 汽车电源管理及
启动项目、CAN总线及照明系统
等四个实操项目进行技术比武。

“职工想要在这样的大赛中
取得成绩， 必须具备系统的理论
体系和过硬的实操能力。”据全国
劳动模范、北京大工匠、祥龙博瑞
总工程师魏俊强介绍， 为了全方
位提升公司汽修工的综合实力，
公司在依托魏工培训学校的基础
上，2018年与北京市商业学校共
同成立了北京祥龙博瑞汽车工程
师学院。“校企同时办学可借助学
校优质的教学资源精准对接企业
的技能培训需求。”魏俊强说，“学

生可在进行学业的同时进企业实
习提高实操本领， 高技能职工也
可通过教学授课展示自己的研究
成果，实现优势互补。”获得本届
比赛冠军的祥龙博瑞一分公司职
工、 博得宝4S店技术经理兼内训
师程旭东， 在第一届比赛中获得
第四名。赛后，祥龙博瑞的技术团
队结合他平时的工作和比赛成
绩，进行了系统评估，找出其在理
论学习上的弱点， 并有针对性地
进行专业、系统指导；程旭东回国
后也反复钻研德国教材 ， 并在
2017年开始走上魏工培训学校的
讲台， 尝试将自己零散的实操技

能与经验总结成系统的理论知
识， 在以实操任务为导向的培训
体系中使自己得到了提升。

同时， 祥龙博瑞还与德方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把德国讲师请
进来，让中方职工走出去。今年10
月，8名祥龙博瑞职工前往德国，
就汽修技术参加了为期两周的集
训。“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8
人中，第一届中德对抗赛冠军、祥
龙博瑞魏工养车技术总监李学涛
表示获益匪浅。“我本以为德方的
优势在于技能水平高、 设备更先
进。可到了现场发现，我们在这些
方面并不存在太大差距。 德方讲

师讲解汽修知识时， 更注重从原
理讲起，让我们吃透基础知识，融
会贯通形成一套体系， 来更好地
指导实践。”

祥龙博瑞党委副书记、 工会
主席张雷表示，近年来，祥龙博瑞
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发挥劳
模工匠引领作用、 制定职工奖励
办法等举措，致力于打造专业化、
国际化、年轻化的汽修人才队伍。
与比赛名次相比， 公司更看重自
身与对方存在的差距和学习到的
专业知识。“我们希望不断通过赛
事检验、创新公司的培训理念，让
一线职工提升技能、 拓宽视野。”

本报讯（记者 白莹） 近日，首
发集团工会举办 “贯彻落实中国
工会十七大精神”专题培训。集团
两级工会委员会委员、 工会分会
主席、工会小组长、专兼职工会干
部220人参加培训。全国总工会研
究室政策处处长李羿对中国工会
十七大精神进行深入解读。

李羿以 《中国工会第十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解读》为题，围
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全总
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工会十七大精
神等内容为大家进行了全面梳理
和详细解读。

首发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
工会主席王可强调， 认真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 完成好中国工会十七大提出
的目标任务， 是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集团各级工会的重要政治任
务。 并对下一步学习贯彻好中国
工会十七大精神提出了三个方面
的要求：一是要在“学”上下功夫，
学深悟透新精神。 工会干部要带
头学, 把学习与工作紧密结合，发
挥表率作用； 各单位要精心部署
深入学， 组织开展多形式、 多层
次、全覆盖的学习宣传，确保大会
精神能够入脑、入心、入行动；要
营造氛围跟进学，充分利用网站、
微信、首发数字工会等多种平台，
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二是要在
“谋” 上做文章， 书写工作新篇
章。 要谋思路， 贯彻工会十七大
新思想。 准确把握好工会组织的
新使命、 新目标、 新要求； 要谋
措施， 聚焦工会十七大新目标。
围绕中心， 立足实际， 研究落实
工会十七大精神的具体举措； 要

谋作为 ， 落实工会十七大新要
求。 强化使命担当， 践行新时代
工运主题。 三是要在 “为” 上求
突破， 新时代展现新担当。 要在
服务企业上有新作为， 紧密围绕
企业的中心工作， 引导广大职工
立足岗位、 建功立业； 要在服务
职工上有新作为 ， 提升服务意
识、 拓展服务内容、 创新服务方
式； 要在从严治会上有新作为，
进一步严格规范工会经费的管理
使用， 持续改进工作作风， 不断
增强工作本领。

专题培训中， 各单位工会分
别组织观看学习了 《中国工会十
七大精神辅导讲座》光盘，对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
作的重要论述、 中国工会十七大
报告的重点内容、《中国工会章程
（修正案）》进行了学习。

航天二院203所领导干部“说”廉洁

平谷工会联手法院为单身职工搭鹊桥

(上接第1版)
批复要求， 要坚持高质量发

展， 把城市副中心打造成北京的
重要一翼； 科学构建城市空间布
局。 严格控制城市规模， 有序承
接中心城区功能疏解， 突出水城
共融、 蓝绿交织、 文化传承的城
市特色 ， 建设未来没有 “城市

病 ” 的城区 ， 塑造城市特色风
貌， 推动城市副中心与河北省廊
坊北三县地区协同发展， 处理好
政府规划引领与发挥市场作用的
关系， 加强规划组织实施。

《城市副中心控规》 执行中
遇有重大事项 ， 要及时向党中
央、 国务院请示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