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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近
日， 门头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陈
波带领区总工会机关全体党员
前往香山纪念地， 参观双清别
墅、来青轩、香山纪念馆等革命
旧址， 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
功伟绩。

在香山革命纪念馆， 大家
参观了 “进京赶考” “进驻香
山” “继续指挥解放全中国”
“新中国筹建 ”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永远奋斗” 五个展位。
随后， 大家步行前往双清别墅
和来青轩 ， 瞻仰毛泽东 、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同志的办公居住地， 感受艰苦
卓绝的斗争岁月。

党员们表示：“在科技发达

的今天， 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
各种便利， 我们绝不能忘记曾
为中华民族崛起而抛头颅洒热

血的革命先辈， 我们要铭记历
史， 回到工作岗位后更好地服
务于人民。” 闫长禄 摄

门头沟区总机关全体党员重温红色岁月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昨
天，延庆区总工会开展的“敬业
八小时， 做好今日事———八小
时约定”摄影、征文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收官。

活动从今年4月份持续到9
月份。各基层工会踊跃报名、积
极参与，共征集以“我和我的祖
国”为主题的征文作品80余篇；
以 “劳动光荣·敬业高尚·我为
世园做贡献·我为冬奥添光彩”
为主题的摄影作品90余幅。区

总工会邀请资深专家对摄影、
征文作品进行评选，最终，第三
小学李雪峰等6人荣获摄影作
品一等奖， 人力社保局史晓晨
等5人荣获征文作品一等奖。

此次摄影作品以 “劳动光
荣·敬业高尚·我为世园做贡
献·我为冬奥添光彩” 为主题，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
“敬业”为切入点，展现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以来延庆职工的风
貌神采和时代精神， 发现身边

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的优秀职
工和先进事迹， 反映职工爱岗
敬业、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

征文作品以 “我和我的祖
国”为主题，紧紧围绕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一主
线，结合世园、冬奥两大盛会，
以 “个人”“家乡”“国家” 等视
角，职工通过多角度、多形式，
用文字表达对祖国和对家乡的
真挚情感， 记录中华人民共和
国走过的辉煌历程。

新闻【工会】04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刘芳│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马骏│２０19年 11月 7日·星期四

延庆职工用镜头和文字记录爱岗爱国情

今后每三年评定一次 储备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技能人才队伍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小小

的工匠，大大的梦想，每一次汗水
的流淌， 用火热的心去改变世界
的模样……” 5日下午 ，一首 《小
工匠大梦想》 拉开了大兴区首届
“大兴工匠”暨“最美蓝领”选树命
名典礼的序幕， 正式授予赵辉等
10人“大兴工匠”称号，张建云等8
人“大兴工匠”提名。刘秀兰等10
名“最美蓝领”和10名“最美蓝领”
提名同时揭晓。

记者了解到， 为助力大兴发
展，培育、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 发挥优秀技能人才的创新引
领作用， 大兴区总工会决定每三
年评定一批爱岗敬业、钻研技术、
攻坚克难、 追求一流的大兴区工
匠，储备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高技能人才队伍。

选树工作自 2019年初启动
后， 得到了全区广大职工群众的
广泛关注。选树工作分阶段进行，

首先由基层工会进行了初步遴选
上报，再由各行业专家组成的“大
兴工匠”“最美蓝领” 选树工作评
审委员会针对上报材料进行再次
审核把关；网络投票环节，在征得
候选人同意后， 区总工会派出工
作人员进行了信息和影像采集，
投票在“大兴微工会”公众微信平
台设立专区，将候选人的简介、海
报、宣传影片等，以专题的形式呈
现，面向社会开设投票通道，由大

众公开投票，广泛听取社会意见，
经由评审委员会综合上报材料推
选出入围答辩环节的人员。

答辩环节公开透明， 由专家
评审进行现场打分， 按照综合评
审成绩排名，拟定出“大兴工匠”
和“最美蓝领”称号及提名人员候
选人， 在征求相关职能部门意见
后于大兴区总工会官网进行了为
期五天的公示。最终，经大兴区总
工会党组决议， 选树出 “大兴工

匠” 和提名人员共计18人，“最美
蓝领”和提名人员共计20人。

大兴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牛
玉俊表示， 此次命名的 “最美蓝
领”和“大兴工匠”，是大兴区广大
职工中的优秀代表， 值得大家好
好学习。下一步，大兴区总工会将
持续开展“大兴工匠”“最美蓝领”
宣传活动，多渠道、全方位、立体
化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营造尊重劳动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 近
日， 在2019年首都职工素质建设
工程“寻找职工好讲师”教学基本
功竞赛活动中， 丰台区总工会推
荐的三名选手从100余名参赛选
手中脱颖而出， 经过激烈的同台
对决、现场专家点评，他们实现了
由匠到师的成长与蜕变。其中，北
京汽车博物馆选手曾红娟获得一
等奖、张振虹获得二等奖，丰台区
妇幼保健院选手孙婷婷获得二等
奖。 丰台区总工会被评为优秀组
织单位。

据了解，近几年，丰台区总工
会围绕素质办工作重点和职工学
习需求，积极搭建技能大赛、公益
大讲堂、读书沙龙、职业技能培养
“四位一体”培训平台，深化劳动
和技能竞赛， 加强对职工群众创
新创优意识的引领， 推动职工的
精湛技艺和宝贵经验有效传承。

三年来， 丰台区总工会共开

展岗位练兵技能大赛57场、 公益
大讲堂81场、职工心理咨询培训2
场、青年职工拓展训练6场、读书
沙龙项目65场， 市区两级经费投
入300余万元 。 2018年 ， 制定了
《丰台区总工会关于贯彻落实〈新
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
案〉的通知》，在全区开展技术工
人职业培训项目6场，强化职工核
心职业技能， 进一步激发全区职
工学技术、 练本领、 比技能的热
情， 增强丰台职工的幸福感和成
就感。

首届“大兴工匠”“最美蓝领”揭晓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伴随
着优美的旋律， 女嘉宾身着旗袍
缓缓走过会场，一场精彩的“旗袍
秀” 为联谊会奏响了前奏。11月3
日， 朝阳区总工会联合北京商务
中心区总工会举办主题为 “舞动
青春 牵手朝阳” 的单身联谊会，
商务中心区下属建会企业的80余
名单身男女职工参加， 现场共有
六对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活动设置了男女共舞环节 ，
嘉宾通过随机抽取和自愿搭配两
种形式寻找舞伴， 舞蹈老师现场
指导教学。 随后的自我介绍和才
艺展示环节， 男女嘉宾增进了对

彼此的了解。最后的“玫瑰传情”
环节， 共有六对男女嘉宾牵手成
功。 曹先生现场成功牵手了一位
心仪的女孩，他表示，平时工作很
忙，没有主动社交。这次很高兴能
认识新的朋友，以后会深入了解。

“我们回应单身朋友的呼声，
根据CBD区域白领职工的特点，
推出了此次定制化的联谊服务。”
朝阳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
孟峰表示， 帮助单身职工尽早的
成立家庭是工会作为“娘家人”的
职责，希望通过工会搭建的平台，
让更多的单身职工寻觅到人生伴
侣，成就幸福婚姻。

朝阳区总搭鹊桥 单身白领“舞动青春”

丰台区总三年共开展57场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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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人民商场工会全方位服务入驻企业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通

讯员 韩颖） 记者昨天从通州区
获悉， 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
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 通州人民商场工
会充分发挥助推作用， 联合商
场党支部， 向中国北京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通州园区）发起
“携手高精尖人才，共享主题教
育”的倡议。在主题教育部署会
上， 产业园各入驻企业代表积
极倡言， 更激发了部分优秀青
年的入党意愿。

据了解， 中国北京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 （通州园区 ），
是集人力资源机构办公、 产品
展示、 商业配套服务于一体的
综合性人力资源产业载体。 今
年5月正式运营以来， 吸引了
大量行业内企业入驻， 通州人
民商场负责园区的管理和运营
工作。 由于开园不久还未建立

党组织， 商场工会以此契机搭
建平台， 联合商场党支部， 在
共享主题教育的同时， 为入驻
企业提供全方位 、 便捷式服
务。 在党员的带动下， 各部门
深入调研、 积极对接、 主动服
务， 与企业间建立起常态化交

流机制， 及时了解企业所需，
拿出真措施、 硬办法， 切实解
决企业发展难题， 共同打造高
端的国家级产业园区。

图为通州人民商场工会带
领园区职工参观红色教育基
地———铁军纪念馆。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通讯
员 王玉 ） 10月28日 ， 房山区拱
辰街道瑞索咨询公司工会主席带
领员工到房山区南刘庄村残疾人
温馨家园， 为他们送去百余份大
米、 白面和食用油， 并观看了残

障朋友们精心排练的节目。
据了解 ， 此次活动意义非

凡， 活动现场， 职工志愿者们不
仅被温馨家园的氛围感染， 还被
这些特殊群体乐观积极向上的精
神所感动。

瑞索咨询公司员工爱心送进温馨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