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园艺艺师师””讲讲科科普普
近日，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工会主办，北京绿京华生

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我是园艺师”大赛落下帷幕。25名参赛选
手通过讲述、视频、实物展示等方式向大家一一展示了在他们工作领域
的科普知识，以及日常工作的“小窍门”。 本报记者 张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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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北北京京市市工工人人北北戴戴河河疗疗养养院院上上演演““红红歌歌快快闪闪””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

声多么响亮……”昨天下午，在北
京市工人北戴河疗养院 “劳动最
光荣”石碑前，身着65式军装的北
戴河疗养院干部职工上演了一场
持续十余分钟的 “红歌快闪”，吸
引了在此疗休养职工的积极参
与。据了解，北京市工人北戴河疗
养院还通过露天播放红色经典电
影、室内播放新电影、迷你K吧等
丰富游客的文化生活， 加强与游
客间的友好互动， 更好地服务劳
模、职工和工会会员。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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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奖励5万元 每月享8000元津贴 优先参评“首钢工匠”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青龙湖镇总工会召开村 （社
区）联合工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
暨培训会 ， 镇总工会包村指导
员、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及工
会主席等参加了会议。

会上，镇总工会主席景淑凤
就村 （社区 ）联合工会换届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 。同时 ，会议还
分别针对村 （社区 ）联合工会换
届选举工作开展了专题辅导培
训， 梳理换届选举总体过程，重
点讲解了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
委员会职数设置的具体要求。 青

龙湖镇党委副书记仉立民表示 ，
工会换届选举是全镇广大职工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将严格按
照选举程序， 把握好每个关键环
节，严肃纪律，营造一个风清气正
的换届环境。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21
日， 朝阳区酒仙桥地区单身青年
联谊活动在蓝色光标公司举行。

此次联谊活动由酒仙桥街道
总工会与蓝色光标联合举办，来
自地区20余家单位的100余名单
身男女职工参与其中。活动以“温
馨、活泼、有趣、正能量”为整体基
调，通过“全场破冰”“才艺表演”
“红娘牵线”“爱的告白”等互动交
流， 为联谊的青年男女提供展示
自己的机会。经过2个小时的互动
交流，现场5对男女牵手成功。

“整体活动的布置、安排都很
好，游戏环节设置很合理，尤其是
邀请的其他公司员工都比较靠
谱。” 蓝色光标员工陈宁表示，她
参加过几次联谊活动， 工会组织
的让人放心、踏实。

酒仙桥街道总工会主席赵乾
林表示， 希望通过本次专题联谊
活动， 加强企业职工间的沟通交
流，拓展单身职工的交友渠道。与

此同时， 带动酒仙桥地区各基层
工会把单身职工的问题想在心
上、抓在手上，提升职工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 刘欣欣 摄

酒仙桥百余单身职工相聚“蓝色光标”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一次性奖励5万元， 实施聘任后
享受每月8000元工匠津贴”。 5月
21日， 首钢京唐公司炼钢作业部
转炉炼钢工王建斌和热轧作业部
机修钳工张维中被授予 “首钢京
唐工匠” 称号， 成为了首钢京唐
公司投产十周年总结表彰大会上
最耀眼的明星 。 张维中激动地
说： “公司的奖励太重磅了， 同
时也拓展了一线操作岗位人员的
晋升通道， 我们在收获荣誉的同
时也收获了信心。”

3月25日，首钢集团颁发执行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首钢工匠评
选管理办法》，旨在通过“重磅激
励政策”，挖掘一线高技能领军人

才，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工匠
队伍。 4月初， 首钢京唐公司结
合实际， 正式下发 《首钢京唐工
匠评选实施方案》， 选评 “首钢
京唐工匠”， 为一线操作岗位人
员拓展晋升通道， 激发京唐职工
创新创优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同时为评选“首钢工匠”预热。
经过层层选拔、严格评审，王建斌
与张维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届“首
钢京唐工匠”。

作为首钢的炼钢专家， 王建
斌曾获全国技术能手、 全国百姓
学习之星等多项殊荣， 跟随首钢
来到曹妃甸，克服了工程建设、达
产达效、降本增效、提质提效等阶
段的重重难关，不仅将“全三脱”

自动化炼钢等技术掌握得炉火纯
青，还培养出北京市劳动模范、全
国钢铁行业岗位能手等多名年轻
技师。张维中在机修钳工岗位上，
获得全国冶金建设行业高级技能
专家、 首都市民学习之星等多个
荣誉，不仅立足岗位创新，拥有多
项国家专利， 还积极组织一线青
年职工进行实操培训， 参加技能
竞赛， 大幅提升了一线青年职工
的素质。

据了解，“首钢京唐工匠”注
重选树“长期工作在生产一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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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两年评选一
次，将优先推荐为“首钢工匠”。满

足条件的候选人经过严格评审，
一旦成功被命名，将获得“首钢京
唐工匠”荣誉证书、一次性奖励5
万元以及每月 8000元的工匠津
贴。同时，将获得3-5万元创建工
作室的资金支持，以及研修学习、
切磋技艺、展示技能、行业交流、
疗休养等方面的机会和平台。

首钢京唐公司工会主席冷艳
红表示，得知公司要评选“首钢京
唐工匠”后，广大京唐职工反响强
烈， 纷纷在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
为企业“点赞”，同时表达了争当
“工匠”的兴奋心情。她说：“‘首钢
京唐工匠’ 是首钢京唐公司授予
高技能人才的最高荣誉称号，拓
展了他们的晋升发展通道。 我们

通过命名奖励、典型示范，肯定工
匠的价值创造， 弘扬工匠的职业
精神， 进而激发广大职工学好技
能、提升技能、用好技能、释放创
新创造活力，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 为建设最具世界影响力的钢
铁厂奠定坚实基础。”

首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张功焰表示， 要把弘扬工
匠精神与传承发扬首钢精神结合
起来， 与传承发扬京唐公司在建
设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结合起来， 与深入推进学习
型团队建设结合起来， 引导广大
干部职工重视技术、 崇尚技术、
学习技术， 提高驾驭一流设备、
生产一流产品的能力。

首钢京唐公司重奖一线高技能领军人才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记者
昨天获悉，今年，昌平区总工会全
力打造“回天地区”公共区域的职
工服务体系， 统筹推进 “回天地
区”职工之家项目建设。

昌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
记、常务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杨
国昌表示，将按照市总工会要求，
继续推进百人以上企业建会，把
组建工会的好处讲实， 让企业愿
意建会，让职工受益。

据了解， 在位于霍营紫金新
干线的党群活动中心将建设职工
之家。今后，紫金新干线党群活动
中心将承载党性教育、政府服务、
职工自我发展等功能。 社交活动

空间包含“职工之家”和“职工暖
心驿站”， 通过空间改造优化提
升，打造图书室、健身房、儿童游
乐场等共享场所， 通过建设公共
区域活动平台吸引职工群众参
与，倡导全民健身、全民阅读，使
空间成为思想建设的阵地， 文化
休闲的乐园。另外，在“回+”双创
社区和腾讯众创空间 （北京），在
空间的每层建立职工暖心驿站，
并将建设健康小屋。

“在服务企业中，要做到暖心
服务，真正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充
分围绕职工需求 ，通过与 ‘回+’
众创空间的图书馆、 创客办公区
的结合形成规模和系统化， 为社

区居民及青年创业者搭建阅读休
闲、商务社交、创新创业、文艺生
活、健康小屋平台，致力于打造有
生活味儿、 有温度的职工之家。”
杨国昌表示。

为提升职工服务力度， 推进
“回天”地区职工发展。昌平区总
工会按照北京市总工会下发的
《北京市总工会关于深入推进职
工之家建设工作的意见》，全力打
造“回天地区”公共区域的职工服
务，统筹推进“回天地区”职工之
家项目建设方案。杨国昌表示，今
后将进一步完善职工之家建设，
增强基层工会组织的凝聚力，提
升工会组织的活力。

为青年创业者打造有温度的职工小家

青龙湖镇规范村联合工会组织建设

昌平全力推进“回天地区”职工之家建设

(上接第1版)
郑默杰指出， 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北京大事多、 喜事
多， 这对市总工会各项工作特别
是消防安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标准要求。 开展 “防风险保平
安迎大庆” 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
项行动， 是中央的号令， 是全市
的行动。 贯彻好部署要求， 落实
好专项行动， 火灾防控做到不冒
烟不起火， 为国庆70周年营造一
个安全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是工会的职责所系， 更是工会的
使命担当。

郑默杰强调， 市总工会系统
一要充分认清形势， 提高政治站
位， 切实守住安全红线。 二要突
出重点， 综合施策， 着力消除火
灾安全隐患。 市总系统的直属单
位个性特点突出， 情况多样， 消
防点多面广。 通过紧盯重点抓住

关键、 坚持查实整改、 抓好风险
防控 、 严格落实责任等工作方
法， 搞好火灾防控。 三要坚持预
防为主， 努力构建火灾防控长效
机制。 通过这次专项行动， 不仅
要解决消防安全隐患问题， 还要
加强设施建设、 健全完善制度、
加快队伍建设、 开展宣传教育，
形成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长效
机制。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 北京
市 “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 消防
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动员部署
会精神， 部署了市总 “防风险保
平安迎大庆” 消防安全检查专项
行动方案。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
主席王永浩主持会议， 14个直属
单位主管和分管消防安全工作负
责人， 机关职能部门负责消防安
全工作的同志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