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老师师讲讲急急救救 职职工工做做实实操操
近日， 怀柔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工会组织干部职工开展院前

急救知识培训。 应急救护中心讲师通过多媒体教案等多种方式， 为职
工讲解了现场外伤的止血、 包扎及骨折后的固定、 搬运等创伤救护和
急救技术。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郭向飞 李林林 摄影报道

西城环卫职工考核八项作业“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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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技能人才优势 强化一线焊工基本功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3月26
日， 平谷区总工会党支部组织31
名党员干部到山东庄镇桃棚村抗
战旧址和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
参观学习。

桃棚村是平谷区第一个党支
部的诞生地， 鱼子山村是冀东军
区18分军区军械修理所所在地。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冀东西部
地区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抗日战争。 参观中， 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 每到一处党员干部都用
心聆听， 追寻往昔红色记忆， 感
悟抗战精神， 详细了解了桃棚村
抗战旧址的发展历史、 在抗日战
争中的英雄故事。 随后， 全体党
员面向党旗， 重温入党誓词、 廉
政誓词， 声音响彻 “红谷”。 老

党员崔建成带头谈体会， 与党员
分享入党心得， 讲述发生在身边
的党员故事， 全体党员接受了一
次爱国主义教育。 清明将至， 为
了缅怀先烈， 党员干部们纷纷站
在英雄纪念碑前， 手捧献花， 寄
托哀思， 向为民族解放、 人民幸
福的英雄致敬。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区总工
会深入推进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常态化学习教育活动之一，
也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
要活动。 重温入党誓词、 重走抗
战路 、 聆听爱国故事 、 吃革命
饭、 老党员谈体会、 向英雄纪念
碑献花等丰富的活动内容， 更加
坚定了党员们的理想信念， 增强
了大家的党性修养。

平谷区总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既
发挥国家级技能大师和焊接专家
的技能优势构建 “高标准框架”，
又强化一线焊工基本功打好 “人
才地基”。 近日， 首钢集团组建
了冬奥滑雪大跳台项目钢结构焊
接技能专家技术质量服务组， 并
对参与首钢滑雪大跳台项目施工
的焊工开展了严格的理论、 实操
测试， 助力首钢滑雪大跳台成为
奥运 “精品工程”。

据了解， 首钢滑雪大跳台项

目， 不仅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
正式比赛项目， 也是北京冬奥会
唯一一个位于市区内的雪上项
目， 建成后也将成为世界首例永
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
馆。 目前， 大跳台赛道本体首段
基础施工已完成， 进入基础钢结
构施工阶段。 为充分发挥首钢国
家级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作用
和首钢焊接技能专家的技术优
势， 从钢结构焊接环节为大跳台
项目建设把好质量关， 3月5日，

首钢国家级技能大师及专家团队
助力冬奥滑雪大跳台建设启动仪
式举行， 首钢集团工会、 首建投
公司聘任首钢集团国家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及行业技能竞赛获优异
成绩的青年技能人才， 组建冬奥
滑雪大跳台项目钢结构焊接技能
专家技术质量服务组， 定期开展
服务活动。

同时， 首建集团钢构分公司
组织第一批参与首钢滑雪大跳台
项目施工的10名电焊工， 进行了

理论及实际操作考试， 首建投公
司作为业主单位与滑雪大跳台技
术质量专家服务组和首建集团冬
奥项目总包部、 监理公司等单位
进行全过程监督、 监控、 监察。
考试现场 ， 首建投公司 大 跳 台
项 目 协 调 部 副 部 长 胥 延 介 绍
说 ， 首 钢 滑 雪 大 跳 台 主 体 为
钢结构 ， 总用钢量将达到 2800
余 吨 ， 选 用 的 钢 板 厚 度 涵 盖
12毫 米 至 80毫 米 近 7种 规 格 ，
属 于 高 难度钢结构施工 。 首钢

滑雪大跳台技术质量专家服务组
组长王文华表示， 此次考试评定
标准将按照国家建筑钢结构焊接
技术规程 （ JGJ81—2002） 进行
审核， 先期参加建设的10名电焊
工， 将对试件中厚板进行药芯二
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 并采用多
层、 多道焊接。 焊接完成后， 试
件外观在达到规程要求的同时，
还要放置24小时后， 进行超声波
内部检测， 两项审验通过， 才能
判定为合格。

首钢技能大师齐上阵 助力滑雪大跳台建设

本报讯 （记者 阎义） 3月25
日至27日， 西城环卫中心举办了
“第七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经
过几番角逐， 圆满落下帷幕。 该
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大赛
能够大力推进职工素质建设工
程， 搭建职工学习技术和交流技
能的平台， 进一步提高职工创新
能力和技能水平。

据悉， 本次大赛的参赛人员
都是经过各环卫队里层层选拔而
出的佼佼者。 大赛有八大环卫工
作 ， 包含机械保洁 （含调整扫
刷）、 机扫车更换扫刷、 公厕保
洁、快速安装窗纱、电动三轮车百
米捡拾、（道路、街巷）人工清扫保
洁、清洁站吊装、粪便清运实操等
内容， 样样都是环卫作业的 “必
修课 ”。 大赛根据不同的工作 ，
实行不同的比赛规则、 评分标准
和操作要求。 参赛人员在机械保
洁比赛中要先调整扫刷， 之后将
工具摆放在指定位置， 随后快速
上车按照操作规程在30米的作业
区里清扫工作人员 “丢弃” 在不
同位置的纸团、 烟头、 烟盒， 以

最快速度者为优胜。 在公厕卫生
保洁比赛现场， 保洁员认真仔细
擦洗每一块瓷砖、 每一片污点，
清扫每一个污物。

参赛人员表示： “大赛为我
们提供了相互学习、 相互交流的
平台， 激发了我们的工作热情 。

我们将以此大赛为契机 ， 发扬
‘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 的
环卫精神， 提高业务技能水平 ，
努力把西城区打造得更靓丽、 更
宜居， 为北京的城市洁净做出更
大的贡献。”

阎义 摄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刘小平）随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6
月30日竣工节点的逐渐临近，北
京建工安装集团在机场工程开展
了劳动竞赛活动 ，1200人参加劳
动竞赛， 以确保机场旅客航站楼
及综合换乘中心机电安装项目的
全面完工。

据悉， 安装集团承施的机场

旅客航站楼及综合换乘中心的机
电安装项目，涵盖了通风空调、采
暖、电气、消防喷淋、给排水等专
业。自机场工程开工以来，安装集
团领导组建了由精兵强将成立的
项目管理团队。在工程中，始终秉
承着“工匠精神”，严抓质量、进度
管理，打出“北安”品牌，多次获得
业主等好评。3月中旬， 安装集团

总承包项目管理公司在现场组织
召开了“保竣工誓师大会”，号召
全体参战员工们在最后的冲刺战
役中要以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以百倍的信心和努力，全身心
地投入到工程建设中去， 传承发
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奉献”的铁军精神和“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以“专
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坚决
打赢这场冲刺攻坚战， 用实实在
在的奋斗拼搏、 实实在在的履约
成果， 为确保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项目如期履约做出应有的贡献。

目前， 机场机电安装项目保
竣工劳动竞赛大会战已全面展
开， 机电安装部位已保质保量地
进入冲刺阶段。

通讯员 刘小平 摄

发扬铁军精神 秉承工匠精神

建工安装千余职工劳动竞赛保工期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 近
日， 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基层工
会 经 费 使 用 管 理 培 训 在 顺 鑫
大学举办， 基层企业工会主席、
财务人员和经审人员共计90余人
参加。

培训中， 北京市工会干部学
院的张孝梅老师用非常接地气的
方式为基层工会干部讲授了工会
经费的收支和使用的业务知识，
用详实的案例对账目管理、 制度
建设、 经费预决算等审计业务重
点讲解， 最后还对日常工作中遇
到的生日慰问、 集体出游、 业务
补贴等实际问题进行了现场答

疑。 整个培训现场气氛热烈， 互
动频繁， 全体参训人员学习热情
高涨。

本次培训为期一天， 旨在规
范核心区基层工会经费使用管
理 ,帮助基层工会负责人和财务
人员准确把握工会经费使用管理
的有关政策规定 ， 增强依法规
范、 加强工会经费使用管理的意
识和能力。 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
管理委员会工会表示， 将以此次
培训为起点， 全面规范基层工会
经费使用管理， 引导基层工会管
好经费， 用好经费， 切实服务好
职工， 发挥好工会作用。

临空核心区开班培训“工会经费使用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