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中建二局一公司第六
届“卓越杯”质量知识竞赛暨工匠
杯质量技术比武在长沙华远华时
代项目举行。公司质量管理部、工
会工作部等6家单位的参赛队伍
及工友代表等，共计200余人参加
活动。 此次比赛分为质量知识竞
赛和砌筑技术比武两部分， 经过
激烈的角逐， 最终华中经理部拔
得头筹，获得团体一等奖。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丁雅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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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名物业电工比拼专业技能 全区已建立一支300多人的匠人联盟队伍

西城区总工会全力打造“大都工匠”品牌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9月25

日，由西城区总工会、区房管局工
会共同主办的 “礼献祖国七十载
大都工匠展风采 ”2019年安居杯
物业管理技能竞赛在西城区总工
会举行， 以促进职工技能、 职业
素养双提升。 据了解， 西城区总
工会一直在全力打造“大都工匠”
品牌， 和立足培养年轻匠人的匠
人平台。

据悉， 此次竞赛以物业管理
（电工）专业技术为背景，融入具
有时代背景的新技能、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和新的生产理念，通

过竞赛， 展示参赛人员熟练的电
工安装与调试技能以及良好的精
神面貌， 检阅现场问题的分析与
处理、工作效率、安全及文明生产
等职业素养， 选拔具有时代特色
的物业管理专业高技能人才。

此次竞赛吸引了60多支物业
队伍的100余名选手参加。参赛选
手必须持有电工操作证。 竞赛分
为资格赛、 淘汰赛及决赛三个环
节。其中，资格赛采用理论闭卷考
试形式， 淘汰赛为实操必选题和
实操抽签题形式， 决赛采用抢答
题形式。理论、实操和抢答成绩合

并为选手个人的最终成绩。
“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类专业

比赛。 这次也是抱着重在参与的
想法， 希望能跟其他优秀选手多
学学本事。”来自北京佳诚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的电工韩波告诉记
者，他从事电工行业7年，目前，工
作范围是牛街东里、 西里地区的
住宅，大约有60多万平方米。

“我今天拿到的两个题，第一
个是转换开关的拆卸和安装。第
二个是猜‘盲盒’，就是一个元器
件被放到了封闭不透明的盒里，
只露出触点。我使用万用表测试，

然后判断是什么元器件。 这题挺
有意思。”韩波说。

据了解，除了区级技能竞赛，
今年西城区各基层企事业单位也
在积极举行技能比赛， 拓宽职工
成长成才之路。其中，中关村科技
园区西城园举行首届职工科技创
新大赛，一批“黑”科技，现身比赛
现场。 西城环卫中心则举行第七
届环卫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设立
了电动三轮车百米捡拾、 街巷清
扫保洁， 清洁站集装箱定点停放
等8个项目。

目前， 西城区总工会已经建

立了一支300多人的匠人联盟队
伍。“比赛将为提高专业化、 规范
化、标准化的物业服务水平，树立
物业行业从业人员爱岗敬业理
念， 强化物业服务单位基础工作
技能， 提升西城区物业行业服务
和管理水平打下坚实基础。”西城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西城
区很多老旧小区都在推行、 摸索
准物业管理方式， 以不断满足职
工、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而大
都工匠这一品牌， 也是要让更多
普通职工脱颖而出， 创造更加美
好的西城。

队员最快20秒完成整套消防战斗服穿戴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刘舒童 隗丽） 9月25日， 由首开
集团房地首华物业公司工会、 安
全生产委员会主办， 安保行政部
组织的以 “劳动保护强基础， 隐
患排查保安全” 为主题的物业安
保技能大赛在公司技能培训中心
举行。

此次安保技能大赛内容丰
富， 有展示安保人员风采的各项
技能比武，还有考验安保人员“脑
力”的理论知识竞赛。首华物业所
属各单位经过精心的培训， 选拔
出共130名安保人员参加此次技
能大赛。

随着大赛总指挥一声令下 ，
13支安保队迈着训练有素的步
伐、 喊着响彻天际的口号列队集
结，技能比武正式开始。展示岗容
岗姿， 穿戴消防战斗服、 抛甩水
带，模拟小区车辆指引，抢答安全
理论知识……大赛从四个角度分
别考验安保人员对安保基础本
领、消防技能、物业服务技能和安
全生产知识的掌握程度。 各队队

员在比赛中全神贯注、各显身手，
以饱满的精神风貌向观摩人员展
现了一场专业规范的安保技能
“盛宴”， 最快的队员仅用20秒就
完成一整套消防战斗服的穿戴。

“近期，公司安委会自上而下
地加强工作指导和监督考核，各
项目全面细致地开展了一次安全
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并

以‘安康杯’竞赛为契机举办了安
保技能大比武， 要求全员从首都
安全稳定的政治高度和特殊要求
出发， 从国有企业担负的政治责
任和社会责任出发， 以最坚决的
态度、最扎实的作风、最周密的筹
划、最严格的标准，为国庆营造安
全稳定的环境。 ”首华物业安保行
政部部长孟令涛说。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国庆
节期间， 房山区人大常委会党组
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区总工会主
席赵军， 带领房山区总工会领导
班子对全区8名全国劳模进行了
走访慰问。

在走访过程中， 区总工会领
导班子为全国劳模送去慰问金、
慰问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颁发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并详细询

问了长期工作在生产一线的劳
模，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认
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希望
他们保重身体、珍惜荣誉、为“一
区一城新房山”建设作出新贡献。

本次慰问， 让劳模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心关爱， 同时通过对
劳模的生活状况、 思想状况及各
种原因引起的困难进行摸底，为
发挥工会组织优势做好新时期劳
模服务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房山区总走访慰问8名全国劳模

怀柔工会专职社会工作者同台赛技能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为不断增强专职工会社
会工作者工作本领， 努力提升工
会组织发展助推力， 9月23日至
25日， 怀柔区总工会举办了2019
年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培训班暨
工会业务技能竞赛活动。

据介绍， 此次集中培训采取
封闭理论学习与业务技能竞赛相
结合的方式。 怀柔区总工会组织
工会社会工作者在深入学习各项
工会业务知识的同时， 还特开设
了 《学习贯彻北京市工会十四大

精神 依法依章程做好基层工会
工作》、职工服务体系与服务品牌
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区情知识等
专项课程。此外，为确保学习有实
效， 每天晚上集中岗位知识竞赛
辅导，大家全力以赴积极“备考”。
通过此次业务培训与技能竞赛，
全体人员充分认识到学无止境，
找到自身不足 ，找准修正方向 ，
也更加体会到提高政治意识、 提
升政治站位的重要意义。

今后， 怀柔区总工会将在建
立健全工会社会工作者管理制度

上不断深入实践， 以确保建立一
批有能力、 有热情、 有技术、 有
担当的工会社会工作者队伍， 更
好的为职工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石景山区总工会隆重召开了 “不
忘初心、建功立业、为国添彩”主
题党日活动暨为全国劳动模范授
纪念章仪式。

活动首先观看了 《开国大
典》 纪录片， 让全体党员干部重
温了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一刻 ，
切身感受到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 的深刻内涵。 随后，
为石景山区六名全国劳动模范授
予了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

军委颁发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把党和
国家对劳动模范的关心关爱落到
实处。

据介绍， 石景山区总工会作
为全区国庆游行的组织者和参与
者，精心组织部署，圆满完成了群
众游行方阵的训练任务。 在党日
活动中， 三名机关干部作为游行
队伍中的一员，结合工作、训练实
际，分别谈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学习体会。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近日，
房山区东风街道总工会组织地区
会员职工开展 “彩韵惠东工”之
“剪报”新知刊活动，共有街道机
关工会、 各社区工会联合会及辖
区企业工会会员百余人参加。

此次活动内容是职工自选报
纸， 选择庆祝国庆的文字或者图
片内容 ，粘贴在A4纸上 ，然后写
出自己的感受，配上剪画、绘画或
照片等，创作出一张全新的、独一
无二的 “手绘报纸”———新知刊。

职工在挑选报纸内容和自己动手
制作的过程中，互相交流沟通，找
到报纸中自己感受颇深的国庆内
容，粘贴到自己的“新知刊”中，每
张独特的“新知刊”，都留下了职
工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据街道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举办此次活动以更好地加强
地区职工的思想政治引领， 把爱
国奋斗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不
断健全服务职工体系， 提升职工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石景山区总为全国劳模授纪念章

东风街道职工手绘报纸凝聚爱国心

首华物业130名安保人员比技能考“脑力”

东城教师获全国中小学青教赛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昨

天从东城区教育工会了解到，北
京汇文中学教师赵薇薇， 在中国
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办的第二届全
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
中， 代表北京市获得唯一一个一
等奖。

据了解， 全国中小学青年教
师教学竞赛分两个阶段进行。参
加决赛的123名青年教师来自全
国31个省（区、市）122所学校。北
京参赛队由来自东城、海淀、朝阳
和丰台的4名老师组成，汇文中学
赵薇薇老师代表东城区参赛。决

赛以“上好一门课”为竞赛理念，
要求选手准备10个学时的教学设
计方案和10个教学展示的PPT。
评委从对教材的处理、 教学过程
与方法、语言教态、教学效果等方
面进行考评。

备赛期间，市区工会聘请了
专家指导其备课， 区教研中心教
研员们不惧炎热酷暑， 牺牲自己
的假期休息时间， 数次耐心指导
赵薇薇备课、 说课。 经过长达两
个多月的备课、 磨课、 集训和说
课展示， 赵薇薇最终在激烈角逐
中脱颖而出， 夺得全国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