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岗位大练兵+定制化培训
空前力度组合拳支持职工技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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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送政策 挨家解难题
确保职工不丢岗位生活有保障

□本报记者 陈曦

德胜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

经开区总工会

□本报记者 李婧

“我们的街道总工会和餐饮行业
工会联合会真是我们的 ‘娘家人’。 我
们在想什么， 在纠结什么， 他们都知
道。” 位于安德路上的永乐饭庄工会主
席刘利兰笑着说。

今年新冠疫情出现后， 餐饮企业
纷纷关张歇业 ， 简直被逼到了 “墙
角”。 此后， 在北京市各行各业全面复
工复产的过程中， 德胜街道总工会主
席和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负责人挨家
挨户走访地区餐饮企业， 了解他们的
困难， 劝说企业经营者 “保职工就业，
不主动裁员”。

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介绍，
街道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自2006年成
立起， 就建立了行业职代会制度和平
等协商机制， 同时， 还每年组织开展
技能比拼展示、 “两节” 慰问等活动，
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地区餐饮行业职工
的权益， 让职工从中感受工会组织的
温暖。 可是， 此次疫情， 确实给企业
带来了很大影响。

“我们2月份几乎没有收入，3月份

到6月份，也仅靠外卖订单。店里整体营
业收入下降了80%。 ”刘利兰说。

“企业面临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
可疫情不会持续下去。 餐饮行业培养
人才不易而且招工难， 现在如果把职
工裁掉， 将来想招回来， 可就难了。”
德胜街道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负责人
说， “这也是众多餐饮企业担心的。”

街道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负责人
介绍， 疫情防控期间， 为维护职工权
益， 需要工会主动出击劝说， 也需要
企业积极配合。 “我们能做的就是及
时告知企业 ， 裁员带来的不利影响 ，
政府给予的相关优惠政策， 引导他们
开拓经营思路， 增加外卖窗口、 增设
户外摊点等， 我们可以协助在城管等
部门做好报备工作。”

“疫情期间， 我们的职工轮流上
岗， 工资按出勤100%发放。 职工们都
表示， 很满意。” 刘利兰说。

无独有偶， 位于德胜门教场口街9
号院的皇城老妈也在疫情期间使出浑
身解数， 力保职工岗位不丢、 保职工

生活水平不降。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
候， 我们企业虽然停业了， 但是仍然
保证了40多名员工的吃住， 职工工资
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 保险也
给大家继续上。” 皇城老妈工会主席姚
义生介绍， “我们是一家10多年的老
店了， 有些员工也在店里工作很长时
间了。 老板说， 困难突然来了， 我们
不能光想着挣钱， 要想着这些员工如
何生存。 虽然停业期间， 店里没有一
分钱的收入， 但好在之前的经营还有
一些结余， 疫情终将结束， 希望能跟
员工共同扛过这道难关。”

“店里一点收入都没有， 老板还
给我们发工资 。 说实话 ， 我挺满足
的。” 皇城老妈传菜员刘光军坦言。 刘
光军来自四川， 已经在皇城老妈工作
了8年， 是一位 “老员工”。 除了自己，

他的弟弟 、 继父也都在店里工作 。
“疫情期间， 我们的收入虽然受到了一
些影响， 但是吃住不愁， 还能拿到基
本工资 ， 而且各种保险店里还继续
给上 。我们都觉得已经很难得了 。现
在 ， 北京的疫情已经得到了很好地
控制 ，我们店里的堂食也恢复了 ，客
人也越来越多了。 我今年没有别的想
法， 就是希望疫情能快点结束， 希望
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陈洪祥表示， 疫情给地区餐饮企
业带来经济损失， 在特殊时刻， 在工
会组织的引导和宣传下， 地区各餐饮
企业仍承担员工基本工资、 保险、 门
店和员工宿舍房租、 物业费、 疫情防
控用品费用等各项支出， 为保职工就
业， 稳定职工队伍做出了贡献。

“他们都是好样的。” 陈洪祥说。

技术技能和学历水平是职场上的
两个 “硬通货 ”。 在稳就业的这条路
上，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狠狠
抓住了这两点。 “岗位练兵， 今年真
是练出了 ‘新花样’， 为了提高岗位技
术技能水平， 经开区各企业开展形式
多样的岗位练兵活动。 有理论知识竞
赛的、 有现场技能比拼的， 有线上的，
还有线下的。 我们长期在做学历提升
的服务项目。 今年还有新举措， 启动
了经开区职工学历提升减免50%学费
的新项目。”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
会培训部部长蒋雪平谈起做实职工技
能、 学历进修双提升话题时滔滔不绝。

最近， 经开区的岗位练兵活动正
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支架组装、 制剂
包装 、 无线电焊接 ， 画屏故障排除 、
诊断数据分析、 销售模拟竞答……这
是今年5月企业岗位练兵活动的竞赛关
键词。

今年首场岗位练兵活动在冠捷显
示科技的厂房内举行。 现场40多名技
术人员正进行着 “支架加工” 技术较
量， 选手们拿支架， 安螺丝， 扣扣板
……不到10秒的时间， 一个显示器支
架就完成了。 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

岗位练兵根据用时和各评委质量考核
分数加权汇总， 最终按照高低分依次
评出一、 二、 三等奖进行奖励。

其他企业的岗位练兵也都各具特
色 。 北京燕宝技能大赛分两个环节 ，
理论笔试和情景演练； 北京航天万源
“芸集杯” 技能竞赛是在电装知识竞答
活动中拉开的序幕， 比赛首次引进了
3DAOI （3D自动光学检查机） 进行焊
点检查评分方法， 提高竞赛评判的科
学性； 国汽智联公司工会编制了 《智
能网联汽车专业名词术语》 和员工学
习版中英文对照的 《名词术语解释》，
并以此为内容组织员工线上考试， 要
求参加职工在40分钟里对给出的考题
进行选择和判断， 并规定满分100分的
试卷， 答到90分以上才算及格。

蒋雪平介绍， 经开区的岗位练兵
活动在今年4月启动 ， 将持续到10月
底， 预计要开展66场， 将有6000余名
职工参加 。 在这些岗位练兵活动中 ，
区总工会不仅负责引导宣传、 方案把
关、 成果验收， 还对企业予以资金上
的支持———凡符合区总工会岗位练兵
活动标准的， 区总工会给予15700元每
场的专项活动资金。 同时， 对于在岗

位练兵中取得第一名的职工， 区总工
会将授予其个人 “经开区总工会岗位
技能标兵” 荣誉称号并发500元奖金。

今年5月， 经开区总工会还下发了
《关于开展2020年度企业专项定制化培
训的通知》， 推出了企业定制化培训补
贴计划。 “工会引导企业针对一线员
工 （磐石计划）、 中层管理者及技术骨
干 （中坚计划）、 高层管理者 （精英计
划） 开展系统性、 精准性、 全年性的
定制化培训。” 蒋雪平介绍， 该项目的
申报条件有： 企业在经开区注册、 纳
税 ， 同时符合经开区产业发展方向 ，
规模在100人以上， 培训合同金额不低
于15万元等。 申报企业通过审核， 区
总工会将给予培训补贴， 标准为每场
定制化培训6万元。 “定制化培训是落
实企业培训的主体责任， 调动培训积
极性， 鼓励企业有针对性开展培训工
作， 从而提高职工的岗位技能、 职业
素质。” 蒋雪平介绍。

在学历提升方面经开区总工会也
下足功夫。 “近年来， 我们和知金教
育深度合作， 助力经开区职工进行学
历提升。” 蒋雪平介绍， 职工入学后，
向区总工会提出申请。 经过审核， 学
员只要是经开区的工会会员， 符合资
助条件将获得2000元的学历补助。 此
外， 在经开区总工会的支持下， 北京
开放大学与北京长城研修学院签署合
作协议， 共同发布 《疫情期间北京经
开区企业员工学历提升减免学费实施
办法》， 面向经开区范围内一线防疫工
作者和企业优秀在职员工， 给予职业
继续教育学历提升学费减免50%的优
惠 。 截至7月14日 ， 项目已惠及职工
300余名。 该项目将持续至今年9月。

经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
职工素质的培育至关重要， 提升职工
技术技能素质能拓宽职工成长之路 ，
维护职工发展权， 让职工队伍更稳定，
企业发展更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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