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1版)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首钢工

匠评选管理办法》规定，除满足爱
岗敬业、创新创优等条件外，首钢
工匠还应具备下列情况之一，如
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或者省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含
省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军人，
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省市级
政府特殊津贴或者省市级有突出
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称号等具体条
件。同时，还强调，评选首钢工匠，
要注重长期工作在生产一线，在
首钢重要岗位、重大项目 、重大
工程中 ，发挥关键作用或做出
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员， 重点聚
焦符合首钢战略定位的产业和岗
位，严格做好人选推荐、资格审核
工作， 并广泛发动职工积极参与
评选工作各环节，好中选优、优中

选强， 评选出职工心目中的工匠
人物。

据了解， 首钢集团将建立以
首钢工匠获得者命名的创新工作
室， 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5
万-1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 。
首钢工匠可获研修学习、 切磋技
艺、展示技能、国际交流等机会，
推荐申报参评省市级大工匠，优
先作为省部级劳动模范等荣誉称
号的推荐对象， 享受首钢劳模疗
休养和健康体检待遇标准； 对做
出突出贡献， 具有高超技艺技能
和一流业绩水平， 获得国家规定
的相应荣誉奖项， 并长期坚守在
生产服务一线岗位的首钢工匠，
探索实行在工会等群团组织中挂
职和兼职， 纳入党委联系专家范
围。 鼓励各单位吸纳首钢工匠参
与经营管理决策， 适当提高其在
职工代表大会中的比例。

“职工心灵驿站”管理员培训班开讲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心理关

爱服务与“职工心灵驿站”的功能
定位是什么， 工会工作中的人际
互动技巧有哪些， 如何帮助职工
建设积极心理品质 ？3月 25日 ，
2019年北京市新任 “职工心灵驿
站”管理员培训班开班，在为期5
天的脱产式培训中， 市总工会职
工心理服务专家团队将为50家新
任“职工心灵驿站”管理员或辅导
员带来一场干货满满的培训。

据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 自2015年市总工会
命名首批“职工心灵驿站”起，他
们便跟进开展了“职工心灵驿站”
管理员培训， 截至目前已连续举
办4年， 且培训内容每年都会更

新、升级，以不断适应职工心理需
求。今年，培训的主要目标是帮助
“职工心灵驿站”管理员或辅导员
明确“职工心灵驿站”的作用，掌
握相关设备设施的操作方法，同
时强化他们的心理辅导能力，引
导他们更好地了解职工心理需
求，分析职工心理现象，并能提出
心理关爱服务方案。

记者在现场看到， 此次培训
打破了以往“填鸭式”讲座培训的
形式， 授课教师不再是站在讲台
上“自说自话”，而是走到学员中
间，围绕培训目标，带领大家一起
开展集中式宣讲、分组式讨论，并
通过案例分析和实战模拟等多种
形式的实施教学， 充分调动学员

们的积极性，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
学习， 使学员在模拟体验中提高
心理素质，掌握调适心理的方法。

据悉， 本次培训项目由北京
市总工会职工发展部主办， 北京
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
流中心） 承办， 培训旨在贯彻落
实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进一步做
好工会工作的意见》 以及北京市
总工会 《关于进一步做好服务职
工工作的实施方案》 中积极开展
职工心理关爱服务的要求， 通过
培训打造一支心理素质过硬、 服
务意识到位、 具备专业技术的工
会系统心理服务人才队伍， 在凝
聚职工、 服务职工、 促进和谐中
发挥重要作用。

航航天天女女职职工工
学学做做微微景景观观

近日， 航天科工203所组
织女职工开展绿植微景观制
作活动。老师为大家介绍了所
使用微景观植物的名称、所使
用的工具、盆栽整体造型布局
以及操作技巧，并带领大家充
分发挥个人想象力制作绿植
花球,一个个充满生机和活力
的透明绿植微景观呈现面前。
通过活动，培养了女职工的花
艺水平， 增添了生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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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保障内容 提高保障待遇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 房山区燕山东风街道总工
会木头岭社区工会主席实地走
访地区未建会两家企业 ， 与企
业法人和企业职工关于组建工
会工作开展面对面的交流。

谈话中 ， 工会工作人员详
细询问了企业经营现状 、 企业
职工总人数 、 各类职工工资和
企业季节性用工人数等情况 。

工会工作人员向企业法人讲解了
工会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及
工会组建对于企业经营的作用及
意义， 宣传劳动关系双方互利共
赢的工作理念。 通过此次走访，
加强了辖区单位工会组织的联系
力度， 密切了与驻地单位之间的
沟通， 扩大了工会基层组建工作
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为地区职工
沟通会的顺利召开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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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亚明欣 邹
悦）近日，北京四建公司党政领导
带队赴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开展交流活动，对标先进，
吸取经验，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中建一
局发展公司的宣传片、 听取基本
情况介绍。在小组交流会上，四建
公司各部室听取了中建一局相关
部室负责人就企业战略决策、运

营流程、 管理理念等方面的具体
介绍， 并结合四建公司具体发展
要求提出了针对性的问题。 四建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亲身
求教的方式， 有利于将学习成果
转化为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
强大动力。未来双方将探索建立
长效对标学习交流机制， 依托扎
实有效的顶层设计， 促使双方共
同进步， 实现共赢。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日， 门头沟区总工会为32名
困难女职工开展困难女职工两
癌免费体检活动。

多年来， 门头沟区总工会
始终把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
关心女职工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 建立和健全了维护女职工
利益的各项规章制度， 推动全
工会上下形成人人关爱女职工
的良好氛围， 为女职工安心工

作提供了舒心的环境。
本次体检由区总工会牵

头， 根据在册困难女职工岗位
及实际工作安排情况， 积极与
门头沟区妇幼保健院体检中心
进行联系，并制定体检方案，做
到精心组织，合理安排。

据悉， 此次体检进一步深
入实施困难女职工 “关爱行
动”， 加大 “两癌” 筛查力度，
保障困难女职工身心健康， 切

实帮助困难女职工解决生活中
遇到的特殊困难， 提高女职工
的身体健康水平。

门头沟32名困难女职工享受健康关爱

四建公司赴中建一局对标学习找差距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总工会在区财政局第一
会议室举办 “七五 ”普法专题培
训讲座，机关全体工会干部和专
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共计132人参
加培训活动。

活动中，区总工会特邀北京
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刘松山律师
就劳动争议应对处理的法律知

识进行讲解。 老师分别从劳动争
议案件的特点、 劳动争议案件的
受案范围、 劳动争议的解决方式
等方面进行剖析， 就常见争议请
求事项如绩效、休假、就业歧视等
进行了重点系统阐述。据介绍，通
过专题培训学习， 增强了参会人
员的法律意识， 提升了化解基层
矛盾的理论水平和处置能力。

平谷区总工会邀律师开讲劳动法

燕山东风街道工会主席上门谈建会

本报讯 （记者 杨琳琳 ） 昨
日记者从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服
务中心 （以下简称 “保障中心”）
获悉， 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职工
互助保障工作， 不断创新服务体
系， 整合内外部资源， 丰富服务
内容和形式， 拓展服务职工的深
度和广度， 力争实现互助保障工
作全覆盖， 根据未来发展方向，
结合基层工会实际需求， 保障中
心推出了 《在职职工综合互助保
障活动 》 （A、 B类 ） 项目 ， 缓

解职工因重大疾病、 意外身故带
来的经济负担， 提高职工的医疗
保障水平， 为职工建立起多位一
体的风险保障体系 ,提供 “一站
式” 参保服务， 既满足基层职工
不同需求， 又优化了流程， 从而
吸引更多职工与单位参与互助保
障活动。

据了解， A类综合互助保障
活动由 《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
保障活动》 《在职职工重大疾病
互助保障活动》 《在职女职工特

殊疾病互助保障活动》 《在职职
工意外伤害互助保障活动》 和附
加身故保障组成， 附加身故保障
是综合互助保障活动的新内容。
若参保职工在责任期内因病或因
意外身故， 将给付该职工身故互
助金1万元。 与此同时， 将 《在
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活动》
保障范围由原有25种扩充为30
种， 为职工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保
障范围。 B类综合互助保障活动
由 《在职职工住院津贴互助保障

活动》 《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
保障活动》 《在职女职工特殊疾
病互助保障活动》 《在职职工意
外伤害互助保障活动》 和附加身
故保障组成， B类综合互助保障
活动中的 《在职职工住院津贴
互助保障活动》 在原有赔付标准
上实现翻倍， 即由原住院津贴保
障活动每天提供互助金40元， 提
高为80元/天 ， 进一步提高保障
待遇。

一直以来， 北京互助保障工

作将坚持公益性、普惠性、服务性
原则， 以增强广大职工获得感和
幸福感为宗旨，以创新保障项目，
丰富保障内容和形式为抓手，扩
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力度，在不
断满足职工的健康需求的同时，
整合内外部资源，统一窗口服务、
统一工作流程、统一运行规则，提
高互助保障自身的规范性、 专业
性和技术性， 吸引更多职工与单
位参与到互助保障活动， 为职工
带来全方位的保障。

保障中心推出“一站式”综合互助保障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