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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聚国国资资力力量量
激激发发职职工工文文体体活活力力
———大兴区国资委文体活动火热开展纪实

体育竞技活动多
展现国资职工新活力

今年6月初， 大兴区国资委联合大兴
区总工会共同举办的 “大兴区国资系统第
二届职工体育节”， 在区体育局红方体育
馆拉开帷幕， 再次燃起了国资系统职工的
运动竞技热情。

开幕式当天， 职工们进行了男子乒乓
球和女子羽毛球比赛， 场上竞争激烈， 场
下欢呼雀跃， 互相加油助威。 运动员们发
扬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的体育精神，
13家区属国有企业和1家控股公司赛出了
风采、 赛出了友谊， 体现了场上是对手，
场下是朋友的和谐气氛， 展现了国资系统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去年， 首次尝试国资系统职工体育
活动， 举办了首届职工体育节， 国企职工
参与热情高涨，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今
年第二届体育节在职工的期盼中如期举
行。” 大兴区国资委党委委员、 副调研员
王立明向记者介绍， 首届体育节历时四个
多月， 共有13支代表队2500多人次参赛。
比赛中运动员赛出了友谊、 赛出了风格，
展现了区国资系统职工团结奋进、 精诚协
作、 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有力推动了群
众体育活动的开展， 增强了职工的团队意
识、 拼搏精神， 激发了职工的集体荣誉感
和进取精神， 同时起到了团结职工， 增强
企业活力的作用。 今年， 不但参赛的企业
增加了， 而且对赛制也进行了优化， 增加
了7人制足球和健步走比赛项目 。 同时 ，
今年赛事组委会为增强企业荣誉感， 将体
育节专项比赛冠名权授予了5家国有企业，
形成了国资委牵头、 企业走上前台、 职工
积极参与的互动大格局， 实现了提升职工
身体素质和提高本企业的知名度的双丰
收， 达到了推动国资系统体育事业发展和
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展的目标。

“可以说， 体育节开创了大兴区国资
系统职工文体活动的先河， 让职工们感受
到了国资大家庭的温暖和凝聚力。” 王立
明介绍， 国资委工会在筹备体育节之初，
通过先期走访发现 ， 各国有企业有体
育需求的职工特别多， 但大家平时都是
各自为战， 到处去找活动参加。 职工们特
别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系统内的体育活动，
有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国资委党委高度
重视， 按照职工对文体活动的迫切需求，
决定由机关工会着手组织系统文体活动，
旨在凝心聚力， 让职工体验到大家庭的归
属感。

推出多种文化活动
职工共享文化成果

公文写作、 书画、 摄影、 茶艺、 退休
职工座谈会……不光体育活动搞得火热，
文化活动同样精彩 。 这不 ， 今年6月份 ，
大兴区国资系统首届职工文化节向系统内
职工敞开怀抱， 各类培训课程和文化活动
相继开展。

采访中， 大兴区国资委工会工作人员
李建峰拿出详细的文化节工作方案向记者
展示 ， 他表示 ， 职工们不光体育需求迫
切， 同样渴望文化的滋润。 多年来， 区国
资系统一直没有职工专属的文化阵地， 系
统工会很少为职工提供专属文化服务。 这
次区国资委与区总工会联手打造职工文化
节， 就是希望通过为企业职工搭建文化交
流平台， 组织企业职工开展文化活动， 助
力大兴区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开展， 推动企
业组建文化队伍， 为职工实现梦想搭建展
示平台 ， 努力营造一种人人参与文化活
动、 人人共享文化成果的祥和氛围。

目前， 书画班已经正式开班， 每周五
下午， 来自国资系统各国有企业的百余名
职工静下心来 ， 变身书画班 “小学生 ”，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书画知识。 接下
来还会开设摄影、 茶艺和公文写作课， 与
书画班授课方式不同的是 ， 老师将走
进 每 一个企业 ， 把课程送到职工身边 。
职工参与培训班的积极性非常高， 但把全
系统职工集中到一起来学习确实不太现
实， 送培训进企业的形式得到了企业和职
工的点赞。

文化节上， 不仅有学， 还会有展示。
根据文化节工作方案， 待培训班结束后，
将评选出学员的优秀作品进行展示， 同时
制作成册发到各企业和作者手中留作纪
念。 职工有了获得感就有了幸福感， 相信
一个小小的 《文化集》， 能让职工感受到
文化活动给他们的获得感。

文化节的职工福利还要和退休职工一
起分享。 国资委工会正在筹划为今年到龄
退休的职工举办一次座谈会， 给把事业生
涯献给国资的老同志一个暖心的退休仪
式， 打消他们的失落感， 让他们有仪式感
的去享受退休生活。 同时， 期待他们离岗
不离心， 一如既往地支持关注国企发展，
继续发扬国企人坚韧不拔的精神， 带头维
护社会稳定 ， 为身边人树立榜样 。 座谈
上， 将发给每一位退休职工一本退休纪念
册， 这本册子虽然不厚重， 但饱含国资大
家庭的祝福和牵挂。

为新中国华诞献礼
职工文艺汇演展才华

眼下， 大兴国资委已向有文艺才能的
职工发起总动员， 筹备9月底举办的大兴
区国资系统“庆祝新中国70周年，献礼新中
国华诞文艺汇演”活动。这将是国资系统职
工文艺才能的一次集中亮相， 展现国资人
的精神面貌， 讴歌共和国70年腾飞发展。

记者了解到， 本次文艺汇演专门成立
了领导小组， 活动对象面向国资委机关及
各国有企业职工。 通过去年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文艺汇演的成功举办， 发现国资系
统文艺人才卧虎藏龙。 例如， 新媒体基地
职工的舞蹈跳得非常棒， 兴福公司有才艺
的职工也比较多， 兴创、 城建、 兴展等公
司也是人才云集。

李建峰向记者介绍， 今年职工们申报
节目更加踊跃， 都期待着发挥各自才能，
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汇演添彩。 从目
前看 ， 在去年合唱 、 诗朗诵 、 舞蹈 、 独
唱、 弹唱的基础上， 又新增了小品和相声
节目。 国资委工会还聘请了专业的指导老
师， 入住各企业分类指导， 职工们排练热
情高涨， 牺牲业余时间积极投身到备战当
中， 计划9月初首次彩排。

文艺汇演的筹办， 让国资委工会还有
了更长远的计划———打造一支国资系统自
己的业余文艺演出队。 通过这两次职工才
艺汇演的练兵， 各企业职工的才艺特长得
到了充分的挖掘和展示， 让大家看到职工
的才艺自信。 打造未来国资系统文艺演出
队， 不但有利于汇聚企业职工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 ， 更能助推国资系统文化和谐发
展， 为大兴区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增光添彩。

从 “碎片化” 体育活动， 到
为系统职工打造专属体育节； 从
分散文化阵地， 到花样文化活动
向职工敞开怀抱； 从举办职工文
艺汇演练兵， 到计划打造职工文
艺队伍， 大兴区国资系统职工文
体活动有了质的飞跃。 体育节、
文化节、 职工文艺汇演， 接连绽
放的文体活动， 让职工感受到了
国资大家庭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2019年大兴区国资系统第二届职工
体育节如期开幕

首届国资系统职工文化节书画班开班

体育节上， 趣味运动会深受职工们
喜爱

第二届职工体育节竞技比赛之一
的台球比赛现场

举办职工文艺汇演， 搭建职工才
艺展示平台

第二届职工体育节上乒乓球高手
云集

第二届体育节职工羽毛球比赛

首届职工书画培训班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