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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集团工会多措并举精准服务职工诉求 为企业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

首钢工匠走上“屏幕”讲述成才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调

研职工思想动态， 精准服务职工
诉求； 在APP上开设网络有奖知
识竞赛、 女工知识竞赛等线上活
动， 丰富职工生活……疫情发生
以来， 首钢集团工会多措并举服
务职工， 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北
京市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相关精神。 5月18日，
“首钢工匠大讲堂” 上线， 将在
数控车工、 电焊工两个工种间率
先启动， 为职工搭建技能交流、

成长成才平台。
利用 “互联网+培训 ” 手

段， 让首钢工匠走上屏幕， 让广
大职工倾听工匠故事、 学习工匠
技能 、 养成工匠精神……据了
解， “首钢工匠大讲堂” 分线上
讲座、 线下练习、 考核点评三个
阶段， 8月底结束。 “我们希望
用技能大师们的故事感染人， 用
他们的技艺提升人， 在企业中营
造学技术、 练技能、 长才干的浓
厚氛围。” 首钢集团工会主席梁

宗平表示， “首钢工匠大讲堂”
为广大一线操作人员搭建了与
技能大师学习交流的平台 ， 更
能加快为企业打造知识型、 技术
型、 创新型的产业工人大军。

“除了关注职工成长成才
外， 工会还借助开展的职工思想
状况调研工作， 摸清职工思想状
况， 了解职工诉求， 对职工反映
的问题按需施策、 精准服务， 调
动广大职工积极性， 服务企业高
质量发展。” 梁宗平介绍， 职工

思想调研工作以问卷调查、 召开
座谈会、 调研走访等形式在全集
团开展 ， 聚焦职工反映的倾向
性、 代表性、 突出性问题， 查原
因 、 找短板 ， 及时落实整改措
施， 回应职工关切。 同时， 以此
为契机， 建立和完善职工思想状
况调查常态化工作机制。

疫情防控期间， 为打好疫情
防控和经营生产建设 “双线战
役”， 首钢集团工会还通过 “首
钢挚友” APP组织开展了网络有

奖知识竞赛。 竞赛题目内容包含
国家大政方针、 疫情防控知识、
企业生产经营任务， 职工积极参
与、 好评不断。 “这是集团组织
的第一次职工全员参与、 以互联
网为载体的竞赛， 4万名职工线
上竞技 ， 增强了企业凝聚力 。”
梁宗平说。 同时， 女工知识竞赛
聚焦女职工权益保护、 优秀女职
工先进事迹等， 提高女职工依法
维权的意识和能力， 展现女职工
岗位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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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石海芹 通讯
员 任肖琳 ） 夏季即将来临 ， 中
铁六局电务公司工会 本 着 “以
人为本 ， 打造标准规范工地生
活” 的宗旨， 为北京通号项目部
全体职工统一购置了床上三件
套。 并根据职工的需求 ， 准备
了清凉油 、 藿香正气水等防暑
降温药品， 以及驱蚊花露水、 创
口贴等生活用品， 确保职工的身
心健康。

据北京通号项目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 疫情防控期间， 项目部
将进一步加大安全管理力度， 做
好做实安全措施， 力求 “一人不
伤， 一事不出， 一点不晚” 的施
工目标， 为公司、 项目部创造更
多的效益 。 随着炎热季节的到
来， 项目负责人将经常走访施工
现场， 关注职工的身心健康， 为
职工谋取更多的福利， 同时加快
项目部心灵驿站的建设进度， 让
全体职工感受家的归属感。

中铁六局电务公司工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
展 ， 为职工创建了一个气氛活
跃、 积极向上、 团结协作的战斗
集体， 打造了一个以人为本、 体

贴方便、 温馨舒适的幸福之家，
极大地促进了项目部 各 项 工 作
的开展 ， 鼓舞了全体参建职工
的士气， 凝聚力和向心力有了明
显增强。

培训时间为5月18日至29日 周一至周五19时30分

中铁六局电务公司工会建工地“幸福小家”

本报讯 （记者 段西元） 市
职工体协在严格落实市总工会对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的前提下， 积
极研究疫情下继续做好首都职工
健身健康需求的服务工作， 依托
网络平台， 将线下活动改为线上
举办。 5月18日， 由北京市总工
会、 市体育局主办， 北京市职工
体育协会、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
中心承办， 北京市桥牌运动协会
协办、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
办事处大力支持的首个线上活

动———2020 “互助保障” 北京市
职工桥牌培训活动通过直播的方
式正式开播。

本次培训时间为5月18日至
29日， 每周一至周五19时30分至
20时30分。 市职工体协特邀桥牌
高级讲师、 桥牌国家大师何志洪
担任讲师 ， 分别就桥牌基本知
识、 赢墩桥牌规则、 迷你桥牌的
规则和打法、 定约桥牌知识等内
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和实操
练习。

据介绍， 本次培训为公益性
质， 所有喜爱桥牌运动的职工均
可参与。 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培训全程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进
行， 相对于传统线下培训更安全
便捷， 同时操作简单， 学员与老
师在线上互动丰富， 培训时而穿
插随堂练习与答疑。 人性化的培
训时间与创新形式一经推出就获
得了广大职工的热烈欢迎， 培训
直播最高峰值吸引了2200余名职
工在线观看。

北京市职工桥牌线上培训活动开播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问需
于民实施走访调研、 主动作为提
供劳动保护、 开展优惠项目惠及
广大职工……近日， 延庆区总工
会以稳定就业为抓手， 推出三措
并举助力延庆区企业复工复产。

据介绍 ， 延庆区 总 工 会 推
出了问需于民实施走访调研的
措施，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带领班
子成员， 走访了建筑、 旅游、 餐
饮等企业， 掌握疫情防控期间企
业在疫情防控、 经营管理、 稳定
就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需求，

并为其出谋划策， 寻求就业政策
支持。

区总工会主动作为提供劳动
保护， 为辖区内19家中小型企业
拨付 “一次性防控专项资金” 37
万元， 为职工劳动提供必要的资
金支持， 解决其后顾之忧。

同时， 区总工会还开展优惠
项目惠及广大职工。 区总工会主
动协调凯思大酒店 、 新风大酒
店 、 草原催兴等5家餐饮企业 ，
制定减免优惠就餐方案， 为全区
近4万名在职会员职工发放餐饮

满减消费券19.4万张， 既帮助受
疫情影响较重的餐饮行业尽快恢
复生产， 又保证广大职工在就餐
消费时得到了切实的优惠。

实施走访调研 提供劳动保护 开展优惠项目

延庆区总工会三举措助力复工复产

二外师生云端歌唱抗疫一线感人故事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通讯员

郝青梅 吕婧） 近日，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工会联合校团委举办第
四届“中国梦·师生唱”活动，作品
录制、投票、评审等所有环节均在
线上完成，14个团队的参赛作品
每天都收到超2万次的访问量。

记者从该校工会获悉， 因疫
情原因，全校师生分布各地，无法
聚首共同表演。 为了展现抗疫一
线的感人事迹和医护人员的大爱
精神 ， 体现师生齐心协力的战
“疫”力量，该校工会和团委决定
比赛全程采用线上模式。

参演师生克服相隔多地的重

重困难，隔空反复排练、录像、对
节奏，齐心打磨参赛作品，利用线
上平台完成作品， 并开启线上投
票通道。14个参赛团队在4天多时
间里共获得77363投票数，每天访
问量都超过2万次。

线上评审活动也以直播的方
式开展， 二外校领导及各参赛队
伍师生代表评审团共同观看了评
审直播 ， 直播总时长共计2.7小
时，观看人数最高为2478人次，弹
幕互动活跃。最终，“命运与共，大
国担当”“八方同心， 华夏奇迹”
“逆行之光，中国脊梁”三个主题
的作品分获不同奖项。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通讯
员 唐伦） 19日， 中铁电气化局
物贸公司 “百日健步走 ” 活动
启动。 活动以“抗疫情、强体质，
聚合力、保增长 ”为主题 ，至8月
26日结束，共计100天。

据了解，活动采用线上线下
结合的方式进行，建立微信运动
群，通过微信小程序“步数活动”
计步，由专人负责定期登记和公

布。 活动结束时，依据各人所走
总步数确定名次 ，评选 “健步达
人”，并颁发相应的奖品。

据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 “百日健步走 ” 活动是中
铁 “抗疫情、 保增长 ,大干一百
天” 专项劳动竞赛的组成部分，
将推动干部职工积极参与体育
锻炼 ， 以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
精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天文馆工会线上竞赛宣传环保理念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19日从北京天文馆工会了解到，
今年5月初， 北京天文馆工会利
用线上平台开展垃圾分类知识
竞赛， 在职工中宣传环保理念。

据了解 ， 本次竞赛活动主
题为 “垃圾要分类 ， 环保靠大
家”。 天文馆工会利用新媒体网
络平台 ， 结合 《北京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 》 和 《北京市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行动方案 》 设定
知识竞赛题目20道 ， 题目包括
单选、 多选两种。 共有112名职
工在微信问卷平台参加在线答
题 。 通过参加本次线上知识竞
赛 ， 职工不仅了解到了各类生
活垃圾的属性 ， 也培养了良好
的生活卫生习惯。

丰台区总工会为基层职工送“精神食粮”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通讯

员 张艳欣 ） ５月18日下午 ， 丰
台区总工会为了加强园区基层工
会的职工书屋建设， 特配发了一
批图书。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
工会第一时间将这批 “新鲜出
炉” 的300余册图书送给了在疫
情防控期间做出突出贡献的基层
工会组织———依文集团， 对企业
在防疫工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给
与肯定。

据介绍， 为积极响应国家共
同抗击疫情的号召， 依文集团员
工一直坚守一线， 紧急联络应急
物资 ， 筹集120万元医用物资 ，
捐赠武汉、 北京、 云南、 贵州等

全国各地； 抗击疫情需要的防护
服严重缺乏， 依文集团调配生产
资源、 改造生产线， 进行防护服
的生产； 面对口罩短缺状况， 还
开设口罩生产线， 大大缓解了口
罩的紧缺。

接到工会送来的图书， 依文
集团职工高兴地说： “感谢上级
工会给我们送来的 ‘精神食粮’，
为公司的职工书屋 ‘添砖加瓦’，
也感谢丰台区总工会和园区工会
对企业防疫工作的支持和助力。”

当天， 300余本新书 ， 包含
文学、 哲学、 经济、 社会科学等
不同类别， 使依文职工书屋的图
书得到了及时更新。

中铁电气化职工争做“健步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