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日， 在北京公交集团电
车分公司五车队总站练兵场，
司机驾驶车辆练习定点停车。
停车道放置一个十环靶，要求
司机行进停车后，车头停在靶
心为最佳。该项练兵活动是车
队工会联合安全、服务、技术
专业部门，开展的司机定点停
车岗位技术练兵，以提高他们
对新车型驾驶的熟练性。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定点停车
决“十环”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记者昨
天获悉， 天恒集团职工活动室正
式投入使用。 该活动室包括了职
工书屋、瑜伽舞蹈区域、运动器械
区域等。 天恒集团工会将在此基
础上，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
职工特色文体队伍， 营造温馨健
康的职工之家。

据了解， 为丰富和活跃职工
的业余生活 ， 推动企业文化建
设， 天恒集团对职工活动室进行
了装修改造。 目前， 活动室内供
职工休闲娱乐的设施器械已全部
安装调试完毕 ， 并正式投入使

用。 活动室内设有职工书屋、乒
乓球、台球、健身器材、瑜伽舞蹈
区域， 是职工强身健体、 休闲娱
乐、学习交流、提高身心素养的多
功能活动场所。

天恒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规范职工活动室的管理，他
们还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制度，平
时由活动室管理员以及各基层单
位的职工志愿者轮流进行日常管
理、清洁等工作。

“职工活动室开放后，我们的
职工又多了一个承载快乐、 温馨
舒适的休闲场所。 大家可以利用

午休时间到活动室运动、休闲，与
同事互动交流， 加深彼此了解。”
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 今后， 天恒集团工会
将以职工的需求为出发点， 以活
动室为职工文体活动的主要阵
地，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打造
天恒特色的文体队伍， 进一步促
进集团全民健身活动更加蓬勃发
展， 提升职工的幸福指数和对集
团的归属感， 鼓舞和激发职工们
的工作热情， 营造积极温暖、 健
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 打造一
个温馨健康的职工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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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鑫控股集团职工叉车技能竞赛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严忠平 )
10月30日， 由顺鑫控股集团工
会启动的以 “新时代 新技能
鑫梦想” 为主题的职工叉车技
能竞赛活动在牛栏山酒厂新厂
区举行。 现场特邀顺义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级技工学
校老师担任裁判。当天，来自牛
栏山酒厂、鹏程食品分公司、牵
手公司、 创新食品分公司的职
工参加了此次竞赛。

据了解， 此次顺鑫控股集
团工会组织的叉车技能比赛，
通过设定S型障碍线路， 完成
扎气球动作后倒车返回， 行驶
中设立起步准备、 叉运货品、
带货绕桩 、 入库停车关键环
节， 通过技能技巧的结合， 在
锻炼叉车队伍的全方位素质的
基础上， 推进现代企业物流在
装卸 、 搬运作业中的 “快 、
准、 精、 稳”， 为更好地服务
企业、 服务员工、 服务社会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赛场
上， 选手熟练地驾驶叉车， 按
照规定路线准确谨慎、 游刃有
余地完成每一个动作。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来自
顺鑫控股集团28名参赛选手通

过娴熟的操作技巧， 为现场观
众呈现了一场不一样的 “速度
与激情”式的技能大比拼。

牛栏山酒厂工会主席代表
分会场致辞， 对参赛选手寄予
三点希望， 一是希望参赛选手
尊重参赛规则、尊重裁判判决；
二是希望参赛选手以积极的心
态和娴熟的技能迎接挑战，有
所突破； 三是希望参赛选手注
重场区环境和比赛现场安全，
发扬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风
范，赛出好成绩、赛出好风格。

据了解 ，2019年顺鑫职工

技能竞赛于今年4月2日正式启
动，竞赛由集团工会主办，牛栏
山酒厂工会、 鹏程食品分公司
工会、建科集团工会、顺鑫中盛
国际会议中心工会承办， 内容
包括电工、消防、讲解、品酒、叉
车、剔骨、项目方案编写、安全
生产实操、西餐摆台、中式铺床
等项目。 职工技能竞赛的举办
旨在通过组织职工积极踊跃参
加技能竞赛， 提升职工业务素
质和履职能力， 挖掘一批技艺
高超、 业务精湛、 素质优良的
“顺鑫工匠”。

28名职工上演叉车版“速度与激情”

弘扬工匠精神 争做岗位能手

内设职工书屋、乒乓球、台球、健身器材、瑜伽舞蹈区域等

天恒集团职工之家活动室“开张”

首发安畅36192人次职工赛技能保畅通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历时

174天、 出动巡视车辆18096车
次、参加人数36192人次 、巡视
总里程1827000公里……近日，
首发集团安畅分公司 “一路同
行 保障有我”劳动竞赛活动落
下帷幕。 本次劳动竞赛活动围
绕品牌提升“有我”、巡查处置

“有我”、资产管护“有我”、优质
服务“有我”等10大项，33小项
内容精心组织和务实开展。

据了解， 活动开展后各部
室、路产大队高度重视、全面参
与， 并把开展本次活动与贯彻
落实集团公司、 分公司两级工
作会精神、推进“一路有我”服

务品牌价值提升和推动分公司
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不断
增强员工的大局意识、 执行意
识、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中，党
员、团员、劳动模范和技能人才
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担当
作为屡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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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日
前， 房山法院邀请北京工会干部
学院工会理论研究所研究员王宏
伟，为青年干警做职业规划讲座。
以促进青年干警提高职业规划能
力，打造一支综合素质高、业务能
力强、具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
具备较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应用型、复合型青年干警队伍。房
山法院近五年入院的行政编法官
助理、40岁以下青年干警等近100
人到场聆听。

王宏伟从职业生涯规划与心
态管理角度为切入， 重点讲授了
职业概念、职业生涯规划方法、做

后劲十足的人这三方面内容。两
个小时的讲座过程贯穿 “个体对
职业的选择就是自身生活方式和
未来” 这一理念， 着重剖析了热
爱、选择、践行工作三个环节间的
关系， 阐释了发掘职业兴趣的重
要性、保持职业激情的秘诀、做出
职业成就的基石， 同时教导青年
干警要具有希望、自我效能感、个
体复原力、乐观这四种心理资本。

据了解， 本次讲座搭载市总
工会 “首都职工素质教育公益大
讲堂”项目平台，在授课之外还为
全体参训干警采购发放书籍 《王
阳明心学》。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在
深秋季节领到工会送上的一份爱
心，心里暖融融的。”为了更好地
服务职工，近日，房山区青龙湖镇
总工会与北京首诚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工会联合开展“情满金秋 ,与
爱同行”送温暖活动。

记者了解到， 此次活动通过
“北京工会12351APP” 为青龙湖
镇工会会员提供300份首诚系列
产品。活动开始后，镇域内工会会
员积极参与，活动开始不到2个小
时，300份首诚系列产品就被大家

一抢而空。 活动的开展既增加了
娱乐氛围，又为大家送去了温暖，
让职工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和工会
的关怀。 闫长禄 摄

房山法院青年干警聆听职业规划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10月29
日-11月1日， 延庆区总工会举办
“助力冬奥、促进绿色发展”冰雪
体育技能人才培训班， 全区63个
单位的140名职工参与培训。

此次培训普及了冰雪运动和
冬奥知识， 提升了职工冰雪体育
技能水平， 展示了延庆区职工为

服务保障冬奥会筹办举办主动作
为的精气神。

据了解，下一步，延庆区总工
会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深入推广冰雪体育技
能，巩固培训成果，打造一支技能
过硬的人才队伍， 助力冬奥服务
保障工作。

延庆区总开班普及冰雪运动知识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东城区永外街道总工会组织辖区
基层工会职工代表， 开展职工素
质教育培训。邀请到CIPT注册国
际职业培训师、 领越领导力认证
导师、4D卓越团队建设系统认证
导师刘冬梅进行授课。 来自基层
工会的职工代表和社区工会代表
100余人参加了培训。

刘冬梅以丰富的培训经验讲
授了《高效沟通与表达能力训练》

课程。她以当下人们关心、关注的
职场沟通理念为主题， 从它的来
源、起因、发展、现状以及如何开
展沟通表达的方法等方面， 进行
了深入浅出、活泼生动地讲解，与
参加培训的职工进行积极互动。
同时，她还以生活中鲜活的实例，
引导大家轻松愉悦地配合完成课
程培训要求， 并通过教授一些具
体的沟通方法， 增强了职工沟通
表达的情趣和灵动性。

永外街道百余职工学高效沟通法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昨
天从东城区龙潭街道总工会了解
到， 街道总工会组织辖区内30名
企业职工参观了 “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主题彩车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国庆典礼上， 人民军队的英姿飒
爽、纪律严明让我们肃然起敬；而

社会各界群众精心设计的彩车更
是令我们印象深刻。这次，我们有
幸参观国庆70周年彩车展， 可以
近距离的观赏每一辆彩车， 大家
都无比的期待。” 职工田绍杰说。
通过参观， 职工深切地感受到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一项成就，
更是激发了对祖国浓浓的爱。

龙潭街道辖区职工参观彩车展表达爱国情

青龙湖镇总工会送出300份暖心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