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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门第一路”用上劳模工作室成果

实现网上办公等多项服务 建立工会大数据资源库 动态监控基层建会工作

首开望京物业爱心捐款传递温暖

工会心理体验课帮职工理顺情绪
现场模拟体验不同表达方式对夫妻、亲子以及职场人际关系的影响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想
要提升技能却没有渠道， 遇到困
难想寻求帮助， 参加活动却忘了
报名……今后燕山石化公司职工
在工作、 生活中碰到此类问题，
通过 “智慧工会” APP都将得到
妥善解决。 燕山石化工会 “智慧
工会” 在近日正式上线并进入试
运行阶段。 今后， 基层工会和职
工可通过 “智慧工会” 实现网上
办公、 互助保障、 法律援助、 困
难帮扶、 技能提升、 教育培训等
多项服务。

据燕山石化公司工会科长付
浩介绍， “智慧工会” 基本构建
了集主席信箱、 网上服务、 员工
福利、 网上办公、 数据采集、 信
息发布、 交流互动、 智能运用等
功能为一体的网上 “职工之家”。

燕山石化公司12252名会员只要
扫码登录工会APP即可参与公司
文体活动、 享受会员普惠福利 、
同时还提供查阅本人工资考勤学
习共享先进经验等诸多服务。

智慧工会管理平台的建立，
让燕山石化工会工作效率大大提
升。 “智能工会” 运行以来， 工
会APP功能模块不断推陈出新 ，
活动中心、 主席信箱、 普惠制等
栏目作用日益明显， 让职工在网
上参加活动、 反馈意见、 享受服
务， 打通了服务职工的 “最后一
公里”。

传统的工会工作， 从方案的
指 定 到 通 知 安 排 ， 需 要 逐 级
传 达 部署 。 在此过程中 ， 二级
单位工会干部需要承接大量的沟
通协调任务， 因工作性质复杂，

倒班作息限制， 会导致时效期内
信息有传递不到位现象 。 工会
APP通知公告模块功能的推出让
相关问题迎刃而解， 职工打开手
机登录对应模块， 可以随时了解
公司动态， 根据自身实际直接报
名参与公司活动。 工会APP上线
运行以来， 广大职工参与积极，
反响热烈。

年初， 公司组织的女职工长
走比赛 ， 设定报名人数400人 ，
经过线下宣传， 在指定时间开启
报名后， 仅用30分钟就将名额报
满， 没有抢到名额的职工意见颇
多， 但也纷纷表示这个软件让大
家能都有机会参与， 下次会再接
再厉。

同时， 为了精准对接职工需
求燕山石化公司工会通过建立工

会大数据资源库， 搭建基础数据
平台， 实现实名采集， 常用信息
自助变更 ， 做实做好准确 、 安
全、 动态的工会组织、 会员和业
务数据库， 加强数据资源共享，
充分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
进行统计分析， 掌握职工的动态
变化和需求， 分析预判职工的行
为趋势， 从而为职工提供更加精
准有效的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 燕山石化工
会 “智慧工会” APP开辟了建会
管理模块。 雷达预警功能能够提
醒届满单位及时换届 ， 基层工
会 、 分会换届资料提供一键导
入， 三委信息实时查询， 支持上
传、 下载换届指导。

燕山石化公司有基层单位18
个， 基层分会150个， 因点多面

广， 又因基层换届以及三委变动
等日常调整 ， 需要履行民主程
序， 操作是否规范、 调整是否及
时， 上级工会有监管和指导的责
任。 而之前公司只能依托集中申
报方式 ， 才能掌握基层具体情
况， 时效性差， 工作被动。

“APP上线让公司工会实现
了对基层建会工作的动态监控，
系 统 不 仅 能 够 按 时 提 示 基 层
换届， 而且还能够深入查询具体
换 届 情 况 ， 委 员 信 息 。 换 届
前 对 应单位模块会一直闪烁 ；
增替补信息基层随时可以更新维
护 ， 授权人员可以随时查询 。”
付浩告诉记者， 智慧工会APP不
仅减轻了基层工会干部的工作负
担， 同时也让工会与职工的距离
越拉越近。

燕山石化“掌上工会”让职工享受贴心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当
从首开集团望京物业工会主席周
志刚手中接过近5万元的爱心捐
款和困难党员慰问金时， 职工赵
亮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 紧
紧握住周志刚的手， 久久不肯放
开。 这是前不久， 发生在重病职
工赵亮身上的感人一幕。

赵亮是望京物业晟安分公司
的一名普通员工， 38岁的他原本
身体强健， 但一次突如其来的心
梗让他于2018年接受了心脏手
术。 由于病情严重， 他花费了20
余万元， 心脏主动脉支了5个支
架， 这才保住了性命。 原以为只
要定期服药， 规律作息， 就能渡
过难关 。 但仅仅过了一年 ， 在
2019年4月他再一次被推进了冰
冷的手术室。

由于自身体质的特殊性 ，心
脏主动脉再次大面积堵塞， 病情
较去年更加严重， 手术难度大幅

增加，综合医院已无法继续治疗，
只得去心脏专科医院寻求国内顶
尖专家的诊治，才可有一线生机，
但手术费用高达30余万元。

对于一个需要独自照顾年迈
父母、 第一次手术几乎花空家中
全部积蓄的赵亮来说， 这笔高额
的手术费用让他的家庭感到不堪
重负。

首开望京物业党委和工会在
得知赵亮近况后 ， 一场传递温
暖、 帮助重病员工共渡难关的爱
心帮扶活动迅速在公司内展开。
短短一周的时间， 公司上下共收
到11家单位爱心捐款 45520元 ，
许多职工还自发前往赵亮家中慰
问。 送去关心与祝福的同时， 把
企业的温暖与关怀带到了赵亮身
边， 让他深深地感受到企业大家
庭的力量。

“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 ，
企业的关怀、 同事的关心就像一

剂良药注入了赵亮的心， 让他重
拾斗志， 愿与病魔抗衡， 重返工
作岗位。” 周志刚表示， 对于企
业困难员工来说 ， 得到企业的
精 准 帮 扶 ， 缓 解 家 庭 困 难 ，
不但可以解决职工面临的现实
问题， 更能产生一种连带效应，
让 职 工 受 到 帮 助 后 精 神 备 受
鼓舞， 愿意通过自身的努力为企
业创造效益， 同时， 会在全体员
工心中产生共鸣 ， 稳定职工队
伍， 形成和谐、 稳定、 共赢的企
业文化氛围。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5月10
日， 以 “情绪你好·认识情绪的8
个兄弟姐妹” 为主题的职工心理
关爱服务开放日活动在市职工服
务中心举办， 来自北京住总实业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
险公司等单位的百余名职工参加
了活动， 大家表示受益匪浅。

课上， 老师以大家最熟悉的
家庭关系切入， 通过现场模拟的
形式， 带领学员体验不同表达方
式对夫妻、 亲子以及职场人际关
系的影响 。 “假设我们是个孩
子 ， 而父母对我们要求非常严
苛。” 老师一边说， 一边邀请两
名学员上台扮演孩子， 让他们体
验失去自由的感觉， “开始感觉
很不舒服， 但是渐渐地又有点适
应了。” 一名参与体验学员说道。

老师表示， 在父母的高压管
理下， 孩子可能在整个中小学期
间都是一个十分规矩的 “好学
生”， 但当他们步入社会， 则可
能会出现种种适应障碍 ， 如刻
板、 固执、 社交不良等。 随后，
借助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案例， 老
师带领大家认识到在夫妻、 亲子
以及职场人际关系中， 情绪表达
的重要性。

“这节课对我的工作和生活
有很大启发， 如果能把人际关系
理顺了， 其实很多问题都迎刃而
解了。” 课后， 住总实业公司工
会副主席李月梅说道。

据悉， 市职工服务中心职工

心理关爱服务开放日活动已连续
举办4年 ， 今年的活动于4月启
动， 一直持续至12月， 每月设一
个主题， 举办两次活动， 活动内
容新颖且实用， 受到职工的广泛
好评。 张晶 摄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拥有
国内自主核心技术的高性能防冰
融雪沥青混合料将于5月15日开
始在 “新国门第一路” ———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的面层摊
铺。 据悉， 该材料为北京市政路
桥建材集团独家生产， 由全国劳
模柳浩创新工作室研发。

据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总工程
师柳浩介绍， 该技术在立项之初
就融入了绿色生态理念， 该融雪
路面技术的核心———防冰融雪添
加剂是一种 “绿色环保、 无毒无
害”的材料，对道路周边的植被、
土壤、水源不会造成任何破坏。柳
浩为记者算了一笔效益账， 融雪

路面技术替代撒盐融雪和使用人
工、机械铲雪等被动养护措施 ,一
次投入， 便具有永久性的路面主
动防冰融雪效果， 大幅度降低了
冬季路面管理养护成本。同时，该
防冰融雪添加剂具有强碱性的特
点，可有效地保护桥梁主体结构，
这对全线桥梁占比达86%的 “新
国门第一路”来说，全寿命周期的
综合运营成本效益尤为突出。

据了解， 市政路桥建材集团
该项技术一举打破了瑞士等国外
厂商在该领域高性能产品上的价
格垄断， 每吨单价较其便宜了三
分之一， 性能居国际领先水平，
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

为弘扬中华民族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传承新时代中国大工匠
精神， 5月9日， 怀柔区龙山街道总工会携手街道妇联举办了 “传美
德敬老， 献爱心美发” 职工技能大赛活动。 当天， 来自社区的10位
老人作为模特， 与来自绮丽仁源美发店的10位造型师作为选手参与
其中。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张涛 摄影报道

传传美美德德敬敬老老 献献爱爱心心美美发发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日
前， 顺义区天竺镇总工会在北京
空港豪雅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举办
了一场客房服务技能竞赛， 来自
镇域内3家酒店的25名职工参加
了此次技能竞赛活动。

据介绍， 本次客房技能竞赛
以中式铺床为主题， 根据选手床
单抛甩 、 被子定位 、 床单平整
度、 枕头整齐度等多个方面考察
实际操作水平。 参赛选手甩单抛
单潇洒熟练 ， 被子定位干净利
落， 包角整理一气呵成， 展现出
超高的专业水准和综合素质， 使

得本届大赛亮点纷呈。 经过激烈
角逐， 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并由天竺镇总工会颁发获奖证书
以资鼓励。

天竺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本次技能竞赛充分展示了广
大职工爱岗敬业的职业风采以及
精益求精的精神风貌， 进一步促
进和提高了专业人才的技术水平
和技能素质， 有助于提倡和弘扬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进一步调
动和激发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和
创造能力， 为助力天竺地区打造
国际化社区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