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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引导普通本科高校设置

家政学、 中医康复学、 中医养生
学、 老年医学、 康复治疗学、 心
理学、 护理学和社会工作等相关
专业。 原则上每个省份至少有1
所本科高校开设家政服务、 养老
服务、 托育服务相关专业。 加快
培养家庭服务机器人 、 健康监
测、 家用智能监控等健康养老、
家政服务领域智能设施设备的研
发制造人才。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
相关学科领域招收培养研究生，
为企业和职业院校等输送业务骨
干和高层次教学科研人员。 支持
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
积极取得紧缺领域相关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鼓励符合条件的家政
服务、 养老服务企业、 养老服务
机构管理人员报考攻读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

七部门表示将推动职业院校
联合相关企业， 促进企业职工岗
位技术技能水平提升。 支持职业
院校发挥资源优势， 重点为困难
企业转岗职工、 去产能分流职工
和贫困劳动力等就业重点人群从

事社会服务产业提供职业培训，
承担 “雨露计划” “巾帼家政服
务培训” “家政培训提升行动”
等培训任务。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家政服务
类、 养老服务类职业院校 ， 或
与 职 业 院 校 以 股 份 制 、 混 合
所有制等形式共建产业学院 ，
合作开设相关专业。 全国建设
培育100家以上产教融合型家政
企业， 推动50家优质企业与200
所有关院校组建职业教育集团
等 ， 共建产业学院 、 大师工作
室、 协同创新平台、 实习实训基
地， 实行现代学徒制、 “订单培
养” 等培养模式， 支持和鼓励企
业承接教师实践锻炼和学生见习
实习， 深度参与紧缺领域人才培
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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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为
进一步了解镇街工资集体协商工
作的开展情况， 近日， 昌平区总
工会组织15个镇街召开调研会。
据了解， 昌平区已全面启动工资
集体协商质效评估工作。

会上， 小汤山、 北七家、 回
龙观等15个镇街工会副主席， 结
合自身工作特点， 就如何开展工
资集体协商的体会、 方法、 经验
以及存在的问题、 难点等进行了
交流。

昌平区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办
公室负责人结合当前开展的工资

集体协商质效评估工作进行了布
置。 记者了解到， 昌平区目前已
全面启动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百人
以上企业质效评估工作， 在 “四
必谈” 基础上深化协商内容， 针
对不同区域、 不同所有制和不同
经济效益的企业、 行业， 因地制
宜、 因企施策、 分类指导。 通过
量化评估标准和开展综合评价，
客观反映当前集体协商建制效果
和实施质量要求。 其中， 采取每
个镇街确定 1-2个百人以上企
业， 由区劳动关系三方及区总、
镇街三方共同参与入企调查方式

进行。 其他企业由镇街调查人员
入企开展调查评估。 通过此次检
查促进并解决企业和职工关心的
问题 ， 提升职工参与率 、 知晓
率、 满意率， 增强职工对工资集
体协商工作的获得感和企业的认
可度， 进而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
力和吸引力。

昌平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王
冰要求， 各镇街要重视工资集体
协商工作， 要有专人抓、 有专人
管 ， 各级工会要以工资集体协
商、 组织建会工作为抓手， 突显
工会职能。

城建二项目部民主生活会让职工得实惠
本报讯 （通讯员 杨保川） 笔

者近日从北京城建二公司获悉，
该公司福熙大道项目党支部在今
年的民主生活会上，动真碰硬，查
摆问题，不走过场，让职工群众得
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实惠之一， 项目党支部民主
生活会后， 根据现场加班和常住
在工地的职工反映洗衣服难的问
题，项目部筹措资金，在不违反有
关规定的情况下，添置了洗衣机，
解决了职工洗衣服难的实际问
题。实惠之二，根据职工反映的工
地早餐样式单一的问题， 项目党
支部会同炊事员一起寻找解决的
措施，添加了厨具设备，共同制订
食谱，达到每天早餐不重样儿。现
在福熙大道项目部工地上的早餐
变了样儿，有馒头、花卷、包子、大
饼、油条、荷包蛋、手抓饭等，抓住
了职工胃，拴住了职工心。实惠之
三，根据职工反映的洗澡问题，项

目党支部抓落实， 更新了工地洗
澡淋浴设备， 设专人负责管理保
洁， 使职工现场的吃住环境得到
了极大的改善。

提及此事， 项目党支部书记

刘超说：“福熙大道项目部、 项目
支部都是新组建的， 通过民主生
活会，我们找到了问题和差距，今
后一定要把职工利益放在首位，
打造出和谐向上的项目部。”

■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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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服务工会联合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送心理培训进基层

工会心理专家现场教授白领沟通技巧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由北京市服务工会和北京市职工
服务中心联合开展的“倾听 感受
表达” 送心理培训进基层活动走
进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工会，举办了以“客户沟通艺术
与冲突解决”为主题的心理讲座，
工会心理专家现场向职工传授了
与客户沟通的实用技巧。

据了解， 此次讲座邀请北京
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专家张琼文
老师为职工授课， 为了让课程更
有针对性， 张琼文特意在课前制
作了调查问卷， 了解职工的心理
需求。

当天的课程内容体系完整且
有深度、 有广度， 对心理学、 对
人、 对人体、 对人生、 对社会都
有深刻、 精彩的诠释， 有效激发
了职工阳光向上的心态， 并引发

了长久思考。
“通过这次课程， 我学会了

如何从自身角度出发解决问题，
这为我今后更好地与客户沟通、
化解冲突提供了有益帮助。” 课
后， 一名学员说道。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 当
天， 共有近50名职工参与培训 ，
培训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 大
家表示， 培训为他们今后更好地
开展工作提供了心理支撑， 今后
将继续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状
况， 以更加积极阳光的心态投入
到工作和生活中去。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 今
后， 外企服务工会将继续组织丰
富多彩的活动， 搭建好公司与职
工间的桥梁， 促进企业又好又快
地发展。

养护职工168小时坚守护航群众出行平安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13座

通道 、 26条道路 、 133座桥梁 ；
168小时昼夜坚守 、 2100人次一
线驻勤 、 29000公里巡查里程 ；
从天安门石板道匠心雕琢， 到长
安街通道不间断支护值守， 从彩
车行进路线道路清障， 到昌平阅
兵装备行进路线加固维修； 在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中， 养护人的身影无处不在， 圆
满完成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

动保障任务。
据了解， 为做好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服务保障，
集团于年初即着手部署， 领导班
子全体总动员， 分别带队对备勤
基点、 桥下空间、 保障路线、 重
点工程等进行督导检查 。 9月初
完成了道路整修26条， 沥青路面
5.6万平方米， 步道维修15130平
方米 ， 检查井维修加固290座 ，
桥梁维修57座， 灌缝8.5万延米；

天安门石板道专项维修3次、 长
安街13座通道支护、 彩车行进路
线道路清障、 国华热电厂场地整
修及昌平温南路等道路桥梁加固
维修等多项任务。

10月1日，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活动盛大举办， 养护
集团17个备勤点， 300名值守人
员 ， 159台套机械设备 ， 在岗 、
在职、 在责， 为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献礼。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近日， 怀柔区总工会举
办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 主
题教育暨廉政建设培训班。 以提
高工会党员干部职工及社工队伍
党性观念， 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培训中， 怀柔区纪委监察委
第一监督检查室蒋丹结合工会系
统职能作用与业务的特点， 通过
鲜明生动的警示教育案例、 准确
详实的数据， 对当前党风廉政建
设的重点工作和纪委、 监委职能
作用进行了深度解读， 对全面从

严治党形势、 任务和落实主体责
任要求及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形
势、 犯罪风险进行了全面分析，
深入剖析犯罪原因。

据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
席曹岩表示： “我们将以这次专
题培训为契机， 准确把握全面从
严治党的新形势要求， 充分认识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
要意义， 严格按照全面从严治党
的要求 ， 努力造就一支素质过
硬、 作风优良、 清正廉洁的工会
干部队伍。”

怀柔党员干部职工接受廉政教育培训

工会邀专家教职工建立积极心理品质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北京市服务工会和北京市职工服
务中心联合开展的 “倾听 感受
表达”———送心理培训进基层活
动走进北京市供销学校工会和北
京市经贸高级技术学校工会，举
办了以职工积极心理品质建设为
主题的心理讲座。

此次心理讲座邀请北京市职
工服务中心心理专家葛正宇老师
为职工授课。 葛老师以幽默的授
课风格， 非常接地气的丰富事例
为大家讲解了性格决定命运，意
识与潜意识对日常行为的重要影
响，同时，就如何培育积极心理品

质及如何教育孩子等身边热点话
题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讲解， 使现
场每个人都有颇丰的收获。课后，

大家意犹未尽， 围着老师提出各
种问题，老师也积极、耐心地为大
家进行了解答。

体育馆路工会慰问劳模和工人先锋号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刘懿娟） 近日， 在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之际， 东城区体育馆路
街道总工会慰问了地区劳动模
范， 把对劳动模范的关心关爱落
到实处。

据了解， 街道总工会慰问了
地区两位北京市劳动模范： 北京
京诚京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尹立

云和北京庄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刘振义， 对他们多年来的辛苦付
出和突出贡献表达由衷感谢和敬
意，并为他们送上了慰问品。街道
总工会还来到北京市工人先锋
号———北京市天坛出租汽车有限
责任公司雷锋车队， 向车队的出
租车司机送上了慰问品， 鼓励他
们珍惜荣誉，争创更大的业绩。

昌平区启动工资协商调研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