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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近
日， 北京碧圣联合水务有限公司
技术大比武活动在长阳第三供水
厂下沉广场正式拉开帷幕。

据了解， 此次技术大比武历
时4个比赛日，以理论和实操相结
合的形式展开。 比武项目设置和
形式从实战角度出发， 紧密结合
公司的生产实际， 在公司全员参
加的有限空间理论考试的基础
上，共有11支代表队172人次参与
六项竞赛科目的比拼， 分别是污

水处理运行、水处理运行、电工、
管道抢修、化验和有限空间作业。
为了保证活动的公平、 公正、公
开，公司领导班子、相关各部门各
厂正副职领导组成竞赛评委组，
负责各专业比赛的评判工作。

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大比武活动不仅为职工提供一
个展露才华、切磋技艺的平台，更
是通过“以赛代培、以赛促学、以
赛提素”的形式，全面提升一线职
工的岗位技能和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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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二局一公司出台“五类岗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办法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工资
涨了！”近日，来自中建二局一公
司基层项目的17名试验员、 资料
员惊喜地发现， 他们本月份工资
与项目班子成员同级， 平均涨幅
1000元， 其中53名员工薪酬调整
比肩项目部门经理， 薪酬调整让
基层工匠不“吃亏”。

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是该公司在主题教育期间， 聚焦
基层一线持续拓宽职业发展通
道、 持续完善薪酬分配的作用的
进一步显现。 公司的蓝领老师傅
也能拿金领工资， 公司优化现有
薪酬体系，以“贡献体现价值，业
绩引导分配”为原则，让职工群众
共享企业发展红利。

在主题教育中， 针对基层调

研中职工反映职业通道不畅的问
题， 公司出台形成了一整套行之
有效管理办法， 让基层人员不用
靠 “行政职务” 也能实现自身价
值。此次调整薪酬的“五类岗位”
人员，长期存在着调换岗位难、晋
升渠道窄、薪酬增长慢等问题。

公司为此印发了《项目“五类
岗位” 专业技术等级管理办法》，

对试验岗、测量岗、机械管理岗、
钢筋翻样岗、 资料管理岗等五类
“工匠” 的110名员工进行了薪酬
调整。从培养使用、评定流程制定
15条细则，通过个人申请、体系考
核、专业技术知识考试、岗位素质
评价、评审小组确认五个环节，确
定最终薪酬。此外，《办法》还充分
考虑了老员工在公司发展过程中

付出的艰辛努力， 连续工作10年
以上的人员，放宽了选拔条件。

“薪酬待遇提升，消除了我们
的后顾之忧， 让我能甘心扎根一
线，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
的业绩。调整后大家抢着干，工作
更加主动了。” 资料员梁英说。此
次调整为长期扎根基层岗位的管
理人员打了一支“强心剂”。

寒冬送暖 工会行动

薪酬调整让一线工匠比肩项目经理

本报讯 （通讯员 韩艳菊） 近
日，航天科工二院203所组织党员
职工来到北京市全面从严治党警
示教育基地进行了参观学习。

进入参观大厅， 讲解员带领
大家集体观看了反腐倡廉的形势
教育短片， 并进行各种案例的讲
解。 通过坚决正风肃纪、 严肃问
则的典型案例， 教育党员职工绷
紧纪律之弦， 严守法律红线。 教
育案例涵盖各行各业， 职务大小
不一， 但都因没能守住底线、 触

碰了红线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随
后， 讲解员带领大家进入了一个
小房间， 展厅通过投影的形式，
让参观者体验了一下身处监狱牢
笼之中的压迫感和监狱大门打开
之际轻松释放的感觉。

最后， 全体党员通过短视频
学习了党的廉洁自律条例， 并在
党旗前举起右手庄严宣读了入党
誓词， 坚定地表达出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 廉洁自律、 永葆共产
党员先进性的信心和决心。

航天二院203所党员职工接受廉洁教育

趣趣味味活活动动迎迎新新年年
元旦来临，海淀保安分公司工会组织职工开展投篮、套圈等趣味活

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倡导职工勤奋工作、快乐工作，在新的一年取
得新成绩。 通讯员 田文江 摄影报道

昨天， 丰台区卢沟桥地区总工会联合属地非公企业万丰小吃
城工会， 开展了 “关爱劳模送温暖” 节日慰问活动， 为卢沟桥乡
1954年来26名劳动模范、 劳动奖章称号获得者， 送上了宫廷小吃
等慰问品。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
员 孟佳娴 ） 昨天是农历腊
八， 中铁建工集团启迪三期项
目部联合上海市中山街道社区
党建服务中心开展了 “把中山
的爱带回家” 主题惠民活动。

活动现场， 由启迪三期项
目工地食堂免费提供的腊八粥
一早就出炉了， 党员志愿者将

腊八粥分装到碗赠送给工友
们。 大家喝着热气腾腾的腊八
粥， 心里也是暖暖的。

热闹的现场不止有粥香 ，
还有笔墨飘香。 当天， 一副副
满载着吉祥味儿的春联， 一个
个火红的福字， 一张张精致的
剪纸都让工友们爱不释手， 提
前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另一边， 项目党员志愿者
微笑着接待每一位工友， 为他
们耐心地测量血压和血糖， 同
时还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 活
动现场充满温情暖意。

据项目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 此次活动体现了项目部对
广大异乡工友们的关心关爱，
让他们感受到 “家” 的温暖。

中铁建工集团项目职工“家”中过腊八

““娘娘家家人人””
登登门门送送暖暖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金海湖镇总工会走进胡庄
村联合工会开展职工沟通会活
动，与50余名职工进行了交流。

沟通会上， 金海湖镇总工会
工作人员向职工宣传工会的职
能、 作用、 入会条件和服务项目
等， 耐心细致地为前来咨询的职

工解答关于会员优惠服务、 职工
互助保障计划、 如何加入首都职
工志愿者队伍等问题， 并现场手
把手指导已入会职工下载、 使用
北京工会12351手机APP。通过开
展此次交流与沟通活动， 拉近了
工会与职工的关系， 让职工对工
会组织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碧圣联合水务公司职工比拼六项科目

金海湖镇职工沟通会入村谈建会

东城家政、养老行业员工以赛促训强技能
赛前培训对外开放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东城
区2019年家政服务员、 养老护理
员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近日落下
帷幕 。 本次比赛采取 “以赛促
训， 赛训结合” 的方式， 经过初
赛 、 复赛及决赛三个阶段的比
拼， 最终选拔出10名优秀选手及
6家优秀组织单位。

本次大赛共有400名参赛选
手， 分别来自于31家家政、 养老
服务企业的369名从业人员， 及9
个街道的31名失业、 灵活就业人
员 。 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19
岁， 50岁以上的选手占18%； 学
历最高的达到硕士， 大学专科及
以上学历103人， 占40.4%。 大赛
设一等奖1人、 二等奖2人、 三等
奖7人， 分别颁发证书及相应奖
金 （一等奖1500元、 二等奖1000

元、 三等奖600元）。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大

赛培训工作自2019年11月16日开
始， 为方便参赛选手合理分配工
学时间， 大赛组委会设立了周末
班、 晚班等四个班次时间。 12月
14日、 15日为复赛阶段， 将每个
专业的200名选手分成四个组参
加。 当天， 选手现场进行笔试实
操、 动手操作， 然后分组完成各
自考核内容， 完成后两个小组进
行交换， 即每位选手均需要完成
笔试和操作两项考核。

据了解 ， 为了让更 多 劳 动
者受益 ， 大赛在培训阶段实行
宽进原则， 培训课程对外开放，
只要有意向、 有需要的企业从
业人员都可以跟随课程参与培
训， 了解和掌握新技能， 两个月

的赛程中实际接受培训人员达
440余人。

参加大赛的企业负责人表
示， 这次培训确实让员工开阔眼
界、 掌握了新的服务技巧， 希望
主办方能够继续搭建平台、 疏通
渠道， 及时与相适应的技能培训
课程实现对接， 积极参与到岗前
培训和提质扩容培训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