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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理论知识、 法律法规宣
讲、 法律咨询服务、 健康知识科
普……11月30日， 怀柔区总工会
在世纪园小商品市场开展理论政
策、 创城知识、 健康宣讲进基层
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日活动。

活动中 ， 怀柔区总工会党
员、 职工志愿者向过往的职工群
众和市场商户宣传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对职工权
益维护法律知识进行解读， 区总
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律师现场对大
家普遍关心的劳资纠纷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给予解答， 并结合防治
艾滋病宣传月及冬季呼吸道传染
病高发防控内容， 科普重点传染
病防控知识， 倡导职工争做文明
怀柔人。 区总工会、 龙山街道总
工会及世纪园小商品市场工会的
职工志愿者也组织过往人群参与
活动。

据怀柔区总工会女工委主
任、 权益部部长褚立香介绍，“我
们借 ‘12·4’ 全国宪法日来临之
际，深入基层，与职工面对面宣讲
国家政策理论，解读法律法规，同

时，倡导职工健康文明生活习惯，
助力创城，也是我们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部
署，不断转变工作思路，拓宽服务
形式的具体实践。 ”

怀柔工会文明推动日宣传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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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船舶检验业务技能比武大赛举行

48名验船师赛场争夺最佳人气奖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30秒内

完成一道必答题、3分钟内通过视
频要找出缺陷并分析原因……11
月30日， 首届中国船舶检验业务
技能比武大赛 （简称中国船检技
能大赛）决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
船舶检验机构的6支国内代表队
和来自美国船级社、 意大利船级
社等的6支国际代表队，共计48名
验船师正在紧张地进行决赛，共
同角逐团体奖和最佳人气奖。

为鼓励船检人员钻研技术 、
提升技能， 促进船检行业高质量
发展，服务交通强国建设，交通运
输部海事局和中国海员建设工
会， 在广州联合举办了以 “塑匠
心，强海事，建功新时代”为主题
的首届中国船检技能大赛。 大赛
得到了国际国内船舶检验机构的

支持，共68支代表队300多人参加
了比赛， 这是多国验船机构首次
同台竞技。经过激烈的角逐，韩国
船级社代表队获得国际航行船舶
组团体一等奖， 中国船级社代表
队获得国内运输海船组团体一等
奖。

船舶检验是水上交通安全监
管的第一道防线， 是船舶安全的
第一道关口，保障着船舶工业、航
运业和外贸经济的健康发展。目
前 ， 全国有各类船舶检验机构
1400多家 ， 在岗船舶检验人员
13000多人，检验登记中国籍船舶
70余万艘、近2亿总吨，在世界各
地设有100多个分支机构，有22个
外国船舶检验机构在我国设立了
分支机构。2018年，我国造船总吨
位为439万吨， 占全世界份额的

36%，是世界第二造船大国。
中国船检技能大赛为国内外

船舶检验机构和验船师搭建起技
术交流平台， 有利于全国船舶检
验行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实现水
上交通安全，促进航运业、造船业
健康发展。

意大利船级社亚太区船舶中
心技术总监麦思浩说 : “很荣幸
参加这次船检技能大赛， 这是一
次践行保障海洋安全清洁承诺的
比赛， 比赛也是独一无二、 史无
前例的。 我们第一次参加这种国
际性赛事， 大赛将国际船检行业
的同行集中在一起， 一起学习竞
争， 这将有助于这个行业更加健
康地发展。”

当日，还举行了首届寻找“最
美验船师”主题宣传活动仪式。寻

找“最美验船师”主题宣传活动由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中国海员建
设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中
国交通报社承办。经过广泛遴选、

集中推荐，来自中国船级社、地方
船检机构和渔船检验机构的100
名验船师进入初选， 最终10人荣
获“最美验船师”荣誉称号。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上周，
西城区月坛街道总工会开展 “有
效沟通、 提升自我” 培训活动。
来自月坛地区40多家基层企业近
百名会员职工代表齐聚一堂， 学
习运用文字、 语言等技巧， 提升
交流沟通能力， 更好地服务广大
企业职工会员。

本次培训特邀北京市工会干
部学院工会理论与职工教育研究
所副所长崔金琳为大家讲解 “有
效沟通” 技巧。

活动开始， 崔金琳先使用简
单的纸张小游戏调动现场气氛，

通过游戏内容大家深入理解了单
向沟通和双向沟通的区别 。 随
后， 崔金琳又以自身为例， 通过
生活和工作中大家非常熟悉且有
共鸣的婆媳关系和上下级关系，
为大家阐述了沟通技巧。 课程理
论与实践内容结合紧密 ， 针对
性、 实效性与互动性强， 课堂上
不时传来大家的讨论声。

“会尝试将沟通技巧运用到
实际工作中去 ， 相信这 次 的 培
训 一 定 能 带 来 很 大 的 帮助 。 ”
培训活动结束后不少会员职工说
道， “街道总工会想职工所想，

认真听取会员职工意见， 为我们
提供这么好的培训机 会 ， 让 大
家对沟通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和认识。”

据了解， 此次培训活动是结
合 “2018年月坛街道总工会满意
度调查” 中职工会员建议意见开
展的。 在今后工作中， 月坛街道
总工会将继续以做好地区群团工
作为目标， 在增强自身学习、 加
强沟通技巧的同时， 紧密结合地
区实际和职工需求， 为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和地区经济建设发展贡
献力量。

月坛辖区企业近百名职工学沟通技巧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职场
压力大、 家务负担重、 教育难题
多，针对女职工面临的诸多“坏情
绪”，上周，密云区西田各庄镇总
工会举办了一场“静观自我关怀，
构建和谐家庭” 心理辅导大讲堂
活动，邀请专业老师现场教学，帮
助女职工排解这些“坏情绪”。

活动现场， 来自北京同心圆
心理服务中心的杨桂英主任从社
会和个人家庭角度分析了当代职
场女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 通过
实际案例讲解心理压力如果不及
时进行疏导， 产生的坏情绪可能
对工作和生活造成的不良影响。

她带领大家以静观呼吸、 静观伸
展等方式帮助大家安心静气，又
通过一系列精彩的案例， 指引大
家在情绪失控时， 学习调整自我
的节奏，减缓紧张情绪。同时针对
当代婴幼儿教育进行分析， 使大
家深刻领会到培养一个优秀的孩
子，不仅要先教，更要注重孩子的
个性发展。

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
“希望此次活动在帮助在职女职
工学会及时调节自我心理压力的
同时， 引导其正确对待工作和家
庭之间的关系，及时终止坏情绪，
改善子女教育的方式方法。”

西田各庄镇女工学如何排解“坏情绪”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记者
昨天从西城区总工会获悉， 西城
区职工文化宫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 积极分子前往展览路街道朝
阳庵社区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
动， 帮助小区清理垃圾、 杂物。
据悉， 今后， 西城区职工文化宫
将加强党员志愿者队伍管理， 建
立党员志愿者服务长效机制。

据了解， 朝阳庵社区目前正
处在拆违腾退、 改造提升的工程
中。 活动当天， 党员志愿者及积
极分子走进社区， 全面清理小区

内的垃圾杂物， 对小区内各个角
落的堆积物进行地毯式的排查，
整理共享单车、 清理杂物垃圾、
清洗乱涂乱画和张贴 “小广告”
的墙面。

西城区职工文化宫相关负责
人表示 ， 此次活动是他们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的一部分。 希望通过组织党员
开展此次活动， 帮助社区改善环
境卫生， 还居民一个整洁、 舒适
的生活环境， 同时增强党员及积
极分子的党性意识、 责任意识、

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 同时， 文
化宫还将继续开展此类活动， 建
立党员志愿者服务长效机制。

参与活动的党员干部表示，
通过此次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充分认识到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
意义。 今后的工作中， 也要服务
好基层群众， 密切党群关系， 时
刻树立 “初心和使命” 的意识。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张志兴） 近期天气虽然寒冷 ，但
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的73岁老人
王良一家， 在接到中建一局五公
司和广发金融中心项目送来的被
褥后，一股暖流涌入心头。该项目
部党支部还与驻地东窑村党总支
开展了“结对共建”活动。

会上， 项目党支部副书记高
增亮和北京市人大代表、 东窑村

党总支书记张健进行了 “签约仪
式”，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共建拉手
关系。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常戌一一行看望了王良一家，并
为老人送去了过冬的被褥等衣
物。随后，常戌一一行又去看望了
东窑村失去双亲的12岁男孩宋思
源， 大家与孩子、 监护人亲切交
谈，鼓励他们要坚定信心，勇敢面
对困难。

中建一局项目部帮扶村里结对共建

西城职工文化宫建党员服务长效机制

(上接第1版)
今年工会系统将采取 “宪法

进企业” 主题日活动+各地方工
会、 产业工会系列宣传活动方式
进行。 在举办 “宪法进企业” 主
题日活动当天， 向工会干部和职
工进行网络直播， 同时在辽宁、
江苏、 福建、 四川等省设立分会
场， 同步开展主题日活动。 “宪
法宣传周” 期间， 各级工会将策
划组织特色鲜明、 职工参与度高
的重点宣传， 广泛开展生动活泼
的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 包括开

设宪法宣传专栏专题， 组织法治
讲座、 法律体检、 知识竞赛、 网
络答题、 普法微视频展播、 普法
摄影作品展览， 以及互联网+法
律服务优秀平台应用推广等， 营
造浓厚的宪法学习宣传氛围。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宪法宣
传周”还将与“尊法守法·携手筑
梦” 服务农民工法治宣传和公益
法律服务行动相结合， 特别是大
力开展 “根治欠薪” 政策法规宣
传，助力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
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