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
日， 新华联集团工会组织在京企
业全体员工赴延庆参观2019中国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700余名
员工参加了此次活动。

世园会植物馆、 中国馆、 国
际馆等大型展馆园艺种类丰富，

展区设计新颖， 科技感、 知识性
强， 深受广大员工的喜爱。 集团
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
参观世园会活动， 让员工从紧张
忙碌的工作中得到放松， 充分感
受绿色之美、 生态之美、 文明之
美， 增进彼此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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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职工好讲师”教学基本功竞赛举行赛前培训会 105名职工集中受训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好的
讲师都是在讲台上摔打出来的。”
6月5日，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举办“寻找职工好讲师”教学基本
功竞赛赛前培训暨师资培训会，
来自全市41家单位的105名骨干
职工集中受训。 记者了解到，“寻
找职工好讲师” 教学基本功竞赛
已连续举办三年， 通过以赛促训
的形式，全力打造一支懂技术、有
技能、会教学的职工讲师队伍。

“许多技术型人才 ， 都会遇
到心里明白， 但是说不出来的尴
尬情况， 希望通过培训， 帮助大
家做到干的明白也说的明白 。”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相关负责
人表示， 近年来， 他们大力支持
劳模、 大工匠、 首席技师所在企
业、 行业参与职工教育培训， 全
力提升职工讲师将知识或技能转
化成培训课程的能力， 促进他们
将个人隐性经验变为组织及社会
的显性经验， 推动优秀成果和宝

贵经验的有效传承， 促进全行业
职工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普遍
提升。

第二届参赛选手赵轶博 ，今
年角色转化为讲师， 与今年的选
手分享“用声音打造个人品牌”主
题课程， 将播音主持专业知识与
讲师授课发声技巧相结合， 带领
大家一起学习了声音美化技巧，
分享了发声、练声、护嗓的方法和
经验， 这些内容将对职工讲师提
高表达能力很有帮助。

素质工程职工讲师培训导师
程国辉老师围绕 “职工讲师成长
三步曲” 与职工讲师们分享了职
工讲师的角色认知、TTT培训的
概况以及个人发展的心得与经
验，使得参训学员深受鼓舞，极大
地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

“此次，是对今年‘寻找职工
好讲师’ 全体参赛选手的第一次
集中培训，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三
次小班培训， 培训内容将更加精

细、更有针对性，通过导师授课和
学员讲练的形式， 切实提升学员
的综合能力。在培训过程中，我们
还将同步完成‘寻找职工好讲师’
复赛，筛选出30名决赛选手，于10
月中旬前开展一次赛前培训，并
于11月中旬前完成总决赛。”素质
工程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这些年，公司一直鼓励老员
工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帮助年
轻人才快速成长， 但是一个师傅
再优秀，同时也只能带几名徒弟，
去年， 我们通过工会了解到素质
工程正在开展‘寻找职工好讲师’
竞赛，就积极参与进来了，通过比
赛， 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授课技
巧，并把这些好方法带回企业，引
导骨干职工实现‘从匠到师’的转
变，通过集中授课，一个师傅可以
同时把经验传授给更多年轻职
工， 工作效率因此明显提升了。”
北京北冶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培训
专员李昊天连续两年参加了 “寻

找职工好讲师”竞赛，他说，公司
上下非常认可工会搭建的这个学
习、交流平台。

中国“好导游”、首都劳动奖
章获得者、海淀区“大工匠”王顺
利也出现在此次培训会的现场 ，
他说， 虽然工作多年积累了不少
实践经验， 但是理论知识却相对

匮乏， 他在内心一直非常渴望接
受系统、专业的培训。去年年底，
在乘坐公交车时， 他无意看到了
“寻找职工好讲师”竞赛活动的宣
传片，于是报名参加了此次活动，
希望通过竞赛能向老师、 向来自
各行各业的学员学习，补足短板，
拓宽视野，提升能力。 张晶 摄

素质工程搭平台助骨干职工“从匠到师”

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职工有了文体“小家”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员

海昕园） 北京友谊医院 （通州院
区）职工活动中心近日正式启用 ,
以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 工会
负责人谢苗荣表示， 希望大家在
放松心情、锻炼身体的同时，感受
工作和生活的美好， 以充沛的精
力为医疗岗位贡献力量。 职工活
动中心健身房位于医院综合楼四
层阳光厅， 健身房购置了多种职
工喜好的健身器材和娱乐设施，
如跑步机、椭圆仪、划船机、健骑

机、三人组合训练器、乒乓球、台
球……满足了大家的不同需求。
工会还特别邀请了健身教练为大
家讲解各种健身器材的使用方法
和范围， 让大家能够更加安全有
效的锻炼身体。

职工活动室位于医院门诊楼
一层南区，6月5日中午，北京友谊
医院（通州院区）的职工兴趣班在
这里正式开班， 近20人利用午休
时间参加了瑜伽兴趣班的课程。
职工们踊跃参与的热情， 展现了
友谊人积极进取、 健康向上的精

神风貌。大家都表示，将以更加饱
满的精神、更加充沛的精力，投入
到医院的发展建设中。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6月6
日， 昌平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
仼、 区总工会主席杨国昌带领工
会干部， 与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
工会、 工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座
谈，了解一线工会工作情况，为基
层工会解决实际问题。

据介绍， 中关村科技园昌平
园工会成立于1998年， 到2018年
选举产生第五届委员会。 截至目
前， 园区内共有建会单位879家，
覆盖企业287家 ， 会员36140人 。
园区工会这些年开展工会工作的
“法宝” 是制度先行， 园区工作
人员管理制度、 劳模慰问标准、

“三重一大” 事项集体决策制度
等十余种制度全部张贴上墙。 同
时， 紧抓思想文化建设， 增强企
业职工凝聚力 。 制作工会宣传
片、 制作园区工会主题歌， 开通
昌平园工会微信公众号 。 “目
前， 阅读量15万人次， 立体、 形
象地把工会工作宣传出去。” 昌
平园工会负责人说。

另外， 职工艺术节形式也添
加了企业宣传内容， 受到职工的
欢迎。围绕企业文化创新，大部分
企业参加昌平区总工会举办的歌
咏活动时，参赛作品都是主创、自
创歌曲，活跃了企业文化，形成了

“企业想职工、职工为企业”之风。
调研会上，华润三九（北京）

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东华原医疗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大森长
空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三家工会负
责人分别介绍各自开展创新工会
工作的做法和对创新的理解。

杨国昌说， 工会工作者首先
要保持政治站位， 保证工会始终
走向正确方向。同时，创新工作方
法， 使工会工作始终保持鲜活的
状态。另外，加大宣传力度，让更
多的企业了解工会。 运用法律的
手段确保企业、 职工双方利益得
到保障。

贴贴心心人人服服务务队队
关关爱爱外外埠埠员员工工
6月6日， 北京建工新材公司

工会贴心人服务队来到位于文安
的恒均科技公司， 为外埠员工送
去了理发、 缝补、 手机贴膜、 测
血压血糖、 针灸拔罐等服务， 受
到了员工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王建忠 石蕊蕊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高考第
一天， 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第八
项目部在昌平二中考点附近设立
“爱心服务站”，开展主题为“志愿
护考，助力圆梦”志愿服务活动。

早上6点 ， 项目部青年职工
志愿者来到昌平二中考点附近，

设立 “爱心服务站”， 并免费赠
送矿泉水、 扇子等， 为考生送去
清凉； 提供凳子、 遮阳棚等， 为
考生家长提供休息区。 同时在爱
心服务站悬挂 “十年磨一剑， 实
力今朝现” 助力高考条幅， 为考
生加油鼓劲。

中建二局职工志愿者爱心助力高考

新华联职工走进世园感受绿色之美

昌平区总工会深入基层一线摸实情

(上接第1版)
市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人在

向委员们汇报提案办理情况时表
示， 北京市积极探索源头垃圾分
类， 已经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探
索形成了4种行之有效的垃圾分
类投放模式， 包括有人值守垃圾
分类驿站、 撤桶撤站定时定点流
动收集、 上门或定点回收再生资
源厨余垃圾、 设置垃圾分类智能
投放箱等， 还建立了环卫专业运
输和社区垃圾收集的有效衔接，
着力解决混装混运问题 。 截至
2018年底开展示范片区创建的街
道、 乡镇总数达到100个， 全市
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达到30%， 今
年年底将在总计224个街道乡镇
开展示范片区创建工作， 全市垃
圾分类制度覆盖率达到60%。

今年， 北京市将推进源头垃
圾分类投放点和再生资源交投点
融合， 促进垃圾分类投放站、 垃
圾分类收集房、 密闭式垃圾分类
清洁站兼顾再生资源回收功能，
落实属地责任， 推进再生资源分
拣设施规划布局， 加快分拣中心
建设。 北京市还将健全垃圾分类
的市场运行机制， 完善垃圾分类
价格机制， 试点探索餐厨垃圾全
量收费改革 ， 按照准公益性定
位， 研究基于市场的再生资源专

营政策， 以及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的投资政策， 使愿意参与、 有能
力参与、 规范参与垃圾分类企业
“进得来、 收得着、 出得去”。 通
过多种方式鼓励居民进行垃圾分
类， 探索建立全市统一的积分管
理制度， 建立居民垃圾分类的信
用账户， 通过建立投放垃圾的行
为约束机制， 逐步改变居民随意
投放垃圾的习惯。

与会的市政协委员们纷纷再
为垃圾分类支招， 建议加强垃圾
分类的法治建设， 加大垃圾分类
强制力度 ， 进一步明确执法案
由、 执法依据和执法标准， 健全
垃圾分类日常执法检查机制， 体
现强制分类的强制性。 强化管理
与执法的联动， 探索建立 “不分
类不收运” 的倒逼机制， 对未实
行垃圾分类或分类不符合要求的
单位， 拒绝收运并移交执法部门
处罚 。 垃圾源头减量治理是关
键， 需要立法支持， 借鉴上海等
城市立法思路， 从可回收物的准
公益性定位、 居民垃圾分类和缴
费义务、 非居民生活垃圾按市场
价格全成本付费、 社会企业参与
垃圾分类准入和退出机制等方面
开展试点和研究， 为 《北京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 修订创造实践
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