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在防
控疫情阻击战中， 房山区城关街
道劳模发扬爱岗敬业、艰苦奋斗、
甘于奉献的精神， 在各条战线上
发挥了带头作用。近日，城关街道
工委、办事处、总工会开展了“鲜
花送模范”暨慰问劳模、首都劳动
奖章获得者活动。

活动中， 城关街道工委书记

王耕、 街道办事处主任苗松和街
道总工会主席于荣兰等为劳模和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送上鲜花和
慰问金， 并深入了解在疫情防控
期间劳模和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的工作情况和生活状况。 劳模先
进表示，今后将继续以身作责，影
响周边、带动一片，更好地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

城关街道工会走访慰问劳模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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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工会理论基础牢固 纵向专业教研实践精深

市工会干部学院打造T型专业化师资队伍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5月15

日， 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副教授
张丽以 “中国工人运动的光辉历
程与启示” 为题， 与教研团队20
余名教师进行了现场交流学习。
这既是学院防疫常态化下 “停课
不停学”、 集中推进教研练内功
的形式之一， 同时也拉开了学院
推进工会干部教育培训T型专业
化师资培养的序幕。

记者了解到， T型专业化师
资， 即横向工会理论基础牢固、

纵向专业教研实践精深的复合型
工会师资， 是学院适应新时代工
会干部教育培训要求， 针对自有
师资教研背景及特点而提出的师
资培养目标。 T型的 “—” 代表
师资培养以夯实教研团队特别是
新进教师的工会理论基础、 培育
浓厚的职工情怀为前提， 由此引
导师资实现所学专业与工会讲台
的有效转化 ； T型的 “｜” 则是
在夯实工会理论的基础上， 以各
个教研组为单位， 促进各专业板

块的深耕厚植。
据悉， 为推进工会干部教育

培训T型专业化师资培养取得实
效， 学院依托工会理论与职工教
育研究所于2019年年底对现有7
个教研组进行了优化调整， 形成
“1+6” 的教研组建设模式 ， 即
以工会基础理论与实践教研组为
“1”， 开展通识课程培训， 横向
夯实全体师资， 特别是新进教师
的工会理论知识 ， 筑牢工会情
怀 、 打牢工会基础 ； 以工会党

建、 公共管理、 工会组织建设与
职工服务 、 工会法律与维权保
障、 劳动关系与工会财务、 劳动
保护与职业健康教研组为 “6”，
通过落实 “师带徒” 制度， 不断
推进专业领域内的课程开发与科
研开展 ， 逐步实现纵向专业深
耕。 这种 “通识培养” + “专业
塑造” 的实践形式， 不仅有效活
跃了团队的教研氛围， 传递共享
了知识和技能， 也为优秀教研团
队建设和专业化师资培养注入了

不竭活力。
面对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

工会干部线下培训暂处于全面停
滞的现实状况， 工会干部学院要
求教研团队积极利用培训 “空档
期”， 分专题、 多频次开展系列
教研集体学习， 以 “1+6” 带动
“T”， 持续夯实学院教师工会基
础， 促进教师专业背景与工会培
训深度融合与转化， 实现学院教
育教学水平稳步提升， 助力首都
工会教育事业新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疫
情防控期间不裁员 、 不调岗调
薪 ， 对于停工和隔离期间的职
工， 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政
策给予相应待遇……近日， 位于
昌平区阳坊镇的北京苏试创博环
境可靠性技术有限公司召开了
2020年职工大会， 审议通过了今
年的 《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书 》，
其中的条款和内容让职工吃下了
“定心丸”。

为防止人员聚集引发疫情，
此次， 北京苏试创博环境可靠性
技术有限公司特地在室外空旷场

地召开职工大会。 参会职工全程
佩戴口罩， 按部门和小组保持人
均1米间距。

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年 《工
资集体协商协议书》 相关条款和
内容 。 除了继续履行上一年度
《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书》 相关内
容外， 今年的协议书中， 还增加
了在疫情防控期间不裁员、 不调
岗调薪等内容。 随着劳动关系双
方签字 ， 给职工吃下了 “定心
丸”， 为企业注入了 “强心剂”。

疫情防控期间， 阳坊镇总工
会对复工复产企业坚持工资集体

协商指导不断线， 利用电话、微
博 、QQ群 、微信群 、网络平台等
形式， 向企业宣传最新的政策法
规，从而使企业、职工能够在疫情
防控期间积极参与民主管理。

阳坊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下一步， 将采取多种形式向
企业宣传、 推送集体协商相关法
律法规， 并指导企业利用线上线
下多种方式完成集体合同续签，
推进疫情防控期间集体协商工作
“标准不降、 程序不减、 内容不
删， 环节不少”， 有效构建企业
和谐劳动关系。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请
捧起心爱的书， 在温馨的环境中
享受阅读的快乐。” 被命名为广
东省职工书屋的中建二局一公司
机场项目悦读慧职工书屋， 连日
来洋溢着朗朗读书的氛围。

据项目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经过多年建设， 如今悦读慧
职工书屋已经成为提升职工文化
素质的重要抓手、 繁荣职工文化
的精神殿堂。 在临建办公用房紧
张的情况下， 项目部专门规划60
平方米场地用于职工书屋建设。
现书屋藏书1860册， 还有杂志若
干， 对党员、 职工、 农民工进行

素质提升教育， 已经开展活动10
余场、 培训30余期， 近1800人次
参加。

项目部立足打造 “书香项
目”， 通过在项目中开展读书知
识竞赛 、 朗读比赛、 好书推荐、
读书论坛、 读书心得交流、 读书
日、 读书周、 演讲会和 “书香
项 目 ” 大 讲 台 等 形 式 ， 营 造
良好的读书氛围 ， 引导职工、
农民工走进书屋、 走进课堂， 接
受教育。

同时， 项目部每年多次组织
农民工开展阅读活动 , 让职工书
屋成为农民工安康的 “守护神”，

让一线作业人员逐步成长为自觉
学习安全知识、 自觉遵章守纪、
自觉提高安全技能、 懂得自我保
护、 保障个人行为安全的新时代
建筑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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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裴悦彤） 5月16日上午， 在公交
集团客二分公司690路车队职工
之家召开了 “一路芳芬 感恩有
你———北京市劳模 杨 悦 芳 退 休
欢送会 ” ， 感谢 她 为 企业所做
的贡献。

欢送会上， 大家共同观看了
杨悦芳日常工作视频， 从为做好
车厢服务， 对着镜子练微笑， 到
研究如何搀扶老年乘客上下车更
安全； 从一字一句纠正徒弟的口
齿发音， 到手把手教授车厢清洁
的小妙招； 从为酷暑中奋战的职
工们送上防暑降温物品， 到寒冬
中站台服务冬季出行乘客。 杨悦
芳说： “我最大的荣幸是成为了
一名公交职工， 企业给了我成就
梦想的舞台 ， 我只想感恩他 ！”
她还把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心
得体会分享给大家， 并感谢同事
工作上的协调配合， 感谢公交大
家庭的温暖。 同事们纷纷回忆着

与杨悦芳工作 、 奋斗的快乐时
光， 表达心中的依依不舍。 车队
工会主席将荣休纪念品车模和工
作写真集送给杨悦芳， 对她多年
来为公交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据介绍， 近年来， 北京公交
集团注重企业文化建设， 其中重
点开展了企业文化退休仪式， 在
注重发掘优秀员工的好经验好做
法的同时， 以传承精神为核心将
优秀传统继承和发扬。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活跃全
校教职员工文化生活， 北京邮电
大学工会近日举办教职工摄影大
赛，共收到各分工会推荐的112位
教职工提交的参赛作品， 一幅幅
作品展现了北邮教职工用心观察
社会、 用镜头定格真善美的生活
态度。

据北邮校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本次教职工摄影大赛分为相
机和手机两个组别， 征集作品涵
盖国内各地的自然风光、 风土人

情、校园文化、教学活动、人物特
写、校园花卉、师生风采等不同方
面，内容健康向上，积极传播正能
量。 参赛者用照片生动展现出学
校和国家的发展变化， 表达对祖
国的赤子之情， 反映了教职工的
良好精神风貌。

经过细致评选， 共有34幅作
品获得一等奖（相机组9幅、手机
组 25幅 ），46幅作品获得二等奖
（相机组8幅、手机组38幅），其余
32幅作品获得优秀奖。

疫期不裁员不调薪让职工吃下“定心丸”
阳坊镇总工会指导辖区企业签订工资协商协议书

公交集团客二分公司举办退休劳模欢送会

公公交交职职工工““动动””起起来来
“加油！ 加油！ ”昨天上午，加油声和掌声充满了整个公交场站。 这

是公交客三分公司第十四车队工会组织的工间跳绳比赛。 疫情防控期
间，车队工会组织干部职工参加体育锻炼，推出乒乓球、羽毛球、仰卧起
坐等多种运动，让职工们强身健体。 本报记者 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通讯
员 徐春子） 近日，城铁公司召开
职工创新工作室工作推进暨业务
培训会。 公司工会对在2019年表
现突出的潘义红创新工作室、李
昊创新工作室和刘宁创新工作室
进行了表彰； 被命名为集团巨晓
林大师工作室分室的5家创新工
作室带头人分别就年度工作亮点
和经验与大家进行了分享交流。

会上， 公司工会主席吴军庄

总结了2019年公司职工创新工作
室的工作情况， 对2019年在群众
性经济技术创新工作中取得的成
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吴军庄表示，
职工创新工作要贴近项目， 以解
决现场实际问题为重点开展创
新， 发挥好劳动模范和高技能人
才的表率作用，同时以“五小”创
新为抓手，以点带面，广泛动员职
工群众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来，让
创新成果真正应用于施工生产。

城铁公司工会动员职工参与技术创新

中建二局项目书屋变身职工精神家园

北邮教职工用镜头定格“真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