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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近
日， 金卫伟业工会着手建设一支
基层矛盾调解员队伍， 并教育培
训他们化解矛盾的方法和技巧。

金卫伟业公司工会主席成洋
介绍，保安行业驻勤单位点多、面
广、线长，在保安执勤中遇到的矛
盾也相应较多。对此，5月15日，公
司工会组织来自一线的10名矛盾
调解员一起交流。 此次改变了以
往“一言堂”的培训模式，采取了
座谈交流、提问互动、每人讲一个
案列的方式， 畅谈保安员在执勤
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并现场“一案
一点评”， 让这些奋斗在一线的、

来自不同驻勤单位的基层矛盾调
解员现身说法， 讲述他们对各种
矛盾调解的技巧、方法和体会。

这10名基层矛盾调解员有的
来自公交乘务管理员队伍， 有的
是酒店、小区的保安骨干，有的是
旅游景点的保安班长。 调解员姜
海成说：“这种现身说法就是一个
教学过程，我们在交流中，学到了
很多不同的矛盾调解方法”。

“在工作中要把各种矛盾处
理在萌芽状态 ， 不让各种矛盾
‘走出基层’， 让保安员心情舒畅
地投入到首都的安保工作中 。”
成洋表示。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
西城区大栅栏街道总工会在工会
服务站二层会议室召开2019年度
社区联合工会工资集体协商及建
会工作部署会。街道总工会主席、
街道社区联合工会主席及工会委
员约40人参加会议。

街道工会服务站常务副站长
孙肖就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
目的、意义、协商各阶段时间节点
的主要任务、有关政策和文件、需
留存备案的文本资料进行了详尽
的讲解； 工会服务站副站长任富
丽就2019年社区联合工会建会工

作进行了部署，“我们要在巩固已
有成绩的基础上，突破重点，创新
工作方式， 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工
及建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 街道共有九个社区
联合工会， 工资集体协商涉及面
广，企业情况复杂，推进难度大。
为了更好地完成2019年工资集体
协商， 地区总工会根据各社区非
公企业数量， 将目前的九个社区
划分成四片， 下一步将由工资指
导员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进行分组
集中协商。同时，独立建会企业工
资集体协商也将同步进行。

大栅栏街道工会将分片开展工资协商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耿嘉琪） 近日，一场“记录河山，
风光大赏———摄影专题活动”在
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二公司开
幕， 吸引了来自公司各单位的通
讯员和摄影爱好者参与。

市政集团二公司特地邀请到
了来自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张德文
老师前来授课。 据了解， 此次摄
影培训分摄影基础课、 风光摄影
拍摄技巧两部分 ， 从光圈 、 快

门、 感光度等基础知识， 到如何
构图、 如何用光等升级式难题，
公司的摄影爱好者们在最短的时
间内 ， 得到了最快的 “真传 ”。
课余时间 ， 大家纷纷与老师互
动， 将自己曾经的作品拿出来让
老师同学品评一番 。 培训结束
时， 几位同学表示： “培训活动
非常有意义， 足不出户， 就欣赏
到了名山大川， 还学到了许多实
用的摄影技巧。” 边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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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路桥市政集团二公司职工学摄影
副中心首家劳动者驿站落户潞城农商行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5
月15日， 通州区潞源街道总工会
在北京市农商银行潞城支行为第
一家劳动者驿站揭牌。 据悉， 这
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第一家劳
动者驿站。

据了解， 这家劳动者驿站在
北京农商银行一层设立休憩区，
为环卫工人、 保安、 出租车驾驶
员、 快递员、 协管员等所有户外
劳动者提供休息场所。 驿站内配
备桌椅、 热水、 微波炉、 冰柜、

沙发、 充电器、 打气筒、 雨伞、
应急药包等基本设施， 充分满足
户外劳动者加热食品、 饮水、 如
厕、 充电、 医疗应急救助、 短暂
休息等基本需求。

“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些小细
节， 让职工感受更多来自工会的
关怀， 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这也是我们打造职工服务的
一种新的途径。”潞源街道总工会
主席张国宽说。他表示，下一步，
潞源街道总工会将继续根据街道

的实际情况，量身打造出第二家、
第三家暖心驿站， 统一悬挂标识
牌， 方便职工第一时间找到身边
的驿站，享受到各项工会服务。

中建二局装饰公司职工比拼雕刻工艺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近

日， 中建二局装饰公司赤水主题
乐 园 EPC 项 目 工 友 开 展 了 以
“TCP主题砂浆雕刻＋上色工艺”
为主题的劳动技能比武活动， 12
名工友参加比赛， 展现了最美劳
动者的风采。

此次技能比武提取了乐园内
恐龙主题元素及赤水特色丹霞地
貌进行展开， 由项目执行经理宣
布比赛规则： 一是砂浆的塑型能
力；二是雕刻手法、效果的展示；
三是颜色是否协调丰富； 四是主
题喷涂整体效果。 比赛共分为６
组，每组２人（雕刻１人，上色１人），
参赛者按照施工工序和比赛规则
进行比武，参赛过程中，评委观察
参赛者的进度情况及操作手法进
行点评， 最终第３组选手李玉臣、
陈伟严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

据介绍， 主题砂浆雕刻工艺
通过手工雕刻， 对各种仿石、仿
木、仿生土、仿金属、仿生物骨骼
等自然纹理效果进行仿制， 是一
种新兴的装饰工艺。 该工艺不仅
节能环保，更提升了建造效益，同
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建造时

间。为了实现这些建筑创意，在水
泥砂浆初凝期的最佳雕刻时期，
雕刻师通过多种工艺手法技巧雕
刻出纹理和细微造型， 上色师通
过娴熟的手法、 自身色彩搭配的
丰富经验和艺术灵感， 运用各种
高强度耐久性的材质， 采用不同
纹理及表面油漆喷涂技术来实现
各种故事主题的建筑特色， 并结

合赤水当地丹霞地貌的特征将色
彩淋漓尽致地进行描绘。

此次劳动技能比武活动展示
了中建二局装饰公司的企业形象
和建筑人的风采， 涌现了一批素
质过硬、 技艺高超的能手， 同时
也激发了工匠人立足本职工作，
潜心钻研的学习热情。

通讯员 吴美净 雷然 摄影报道

职工家庭线上线下乐享“亲子共读”时光
大兴区总工会启动“培育好家风———共读好家庭”系列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立身
以立学为先， 立学以读书为本。
近日， 大兴区 “培育好家风———
共读好家庭” 暨家庭助廉启动仪
式在大兴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
行。 接下来的近六个月的时间，
大兴区职工将掀起新一轮家庭共
读热， 乐享亲子读书时间。

活动启动仪式在充满童真的
《笠翁对韵》 中拉开帷幕， 大兴
区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主
席牛玉俊致辞， 她强调， 读书决

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 关系一
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 影响一个
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同时向广大
家庭提出 “树清廉家风 创最美
家庭 ” 的号召 ， 希望大家通过
“读书思廉” “家书助廉 ” “翰
墨倡廉” 等活动， 用读书提升素
养， 以文化蕴育家风， 共建书香
家庭、 廉洁家庭、 文明家庭。

活动现场， 职工和孩子表演
了家书朗诵 《我想对你说》， 情
景剧 《铁杵磨成针》， 集体朗诵

《我读书， 我快乐》。 伴随着领导
及职工家庭代表指尖飞舞的流
沙， 大兴区 “培育好家风 共读
好家庭 ” 暨家庭助廉活动正式
启动。

大兴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亲子共读活动已连续开展四
年，受到了职工的热烈欢迎，在职
工群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今
年， 大兴区总工会联合大兴区纪
委、大兴区妇联继续开展“培育好
家风———共读好家庭” 读书系列

活动， 为了增强阅读的趣味性和
广泛性，本届活动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供职工参与。

根据活动方案， 共读活动将
持续六个月的时间， 其中家庭共
读线上打卡活动已经延续了4年，
参与活动的职工家庭成员要每天
抽出时间阅读经典书籍， 用照片
或小视频记下共读图像资料， 用
文字写下共读感受， 坚持在微信
朋友圈以固定标题格式分享每天
的共读日志。

线下活动也非常丰富， 共读
活动期间， 每月都有不同形式的
活动， 包括读书沙龙、 亲子故事
汇等。 该负责人介绍， 活动尾声
还将举办 “培育好家风———共读
好家庭” 成果展活动。 通过近6
个月的读书活动， 选出优秀共读
家庭， 现场进行成果才艺展示。
同时进行接力环节， 邀请往届优
秀共读家庭为本届优秀家庭进行
阅读接力。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14
日， 由海淀区商务局主办、 区商
联会承办、 区总工会等单位协办
的主题为 “风采展现价值， 技能
传承使命” 的第十三届海淀区商
业服务业职业技能风采大赛， 在
王府井集团双安商场五层食巷内
迎来第一场活动———拿手好菜。

大赛邀请的专家评委通过
“观感、 味感、 质感及营养卫生”
等方面， 以及菜品亮点陈述等能
力考核选手的综合技能； 同时邀

请大众评委试吃 ， 选出最受欢
迎、 色香味俱全的 “拿手好菜”。
最终来自食巷内鱼图腾、 鳗步日
料、 局气、 韩时烤肉和澳门味道
五家门店的三文鱼大虾卷、 鱼头
泡饼、 乾隆白菜等14道菜品进入
决赛。

据了解， 今年， 本次大赛组
委会推出收银员比赛和品牌店橱
窗美陈比赛， 选拔海淀优秀的技
能人才到北京市参赛。 其中， 收
银大赛突破了往届大赛中点钞、

辨识假钞、 销售单录入等传统收
银项目， 引入 “人脸识别 ” 收
银新技术， 对会员企业收银服务
人员进行刷脸支付、 移动支付等
系统而专业的培训。 橱窗美陈比
赛较往年在考核形式上做了很大
突破， 今年由组委会统一提供服
装， 自由创意， 现场进行橱窗美
陈设计， 通过美陈的功能性、 美
观性、 时效性以及营销性等多方
考核选手在增加品牌商品吸引力
及传播力方面的能力。

餐饮行业技能人才展示“拿手好菜”
第十三届海淀区商业服务业职业技能风采大赛开幕

金卫伟业工会培训基层矛盾调解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