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瞳）20日，位
于房山韩村河镇的北京金博众科
技有限公司房山分公司 （以下简
称“金博众公司”）工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举行。

会前， 金博众公司对全体员
工开展了工会相关知识培训，选
举产生了公司工会第一届委员
会。“从公司决定成立工会起，便
得到了韩村河镇总工会和房山区
总工会的关心和指导。 镇总工会
工作人员多次到公司指导业务和

解答问题，让我们切身体会到‘娘
家人’的温暖。今后我们将发挥好
桥梁和纽带作用， 积极为企业发
展建言献策，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做职工和企业的贴心人。”金博众
公司工会主席刘术良说。

金博众公司是一家专业化生
产安装节能型产品的高新技术企
业， 先后取得了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承包资质、承装（修、试）电力设
施许可证、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等多项资质证书。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西城区2020年街区整理 “金剪
子” 职工技能竞赛在阜外森林公
园举行 ， 吸引了12支队伍120余
名职工参加。

据悉， 此次比赛由西城区总
工会、 区园林绿化局、 北京蓟城
山水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主
办， 比赛分为个人赛和团队赛，
设置一等奖1名， 二等奖2名， 三
等奖3名。 赛场上， 职工对园区
120棵乔木以及花灌木进行修剪。
枯枝， 病虫枝随着剪刀的动作不

断落下。 最终， 在专家团的评审
下， 广外绿化队李进才获得个人
赛一等奖， 万寿公园代表队获得
团体赛的一等奖。

西城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
务副主席马光明表示 ， “金剪
子” 是全区职工技能大赛的老品
牌， 不少职工通过这个平台， 不
仅在技能上得到了认可， 还在职
业发展上得到了提升。 希望每名
“金剪子 ” 职工继续立足岗位 、
甘于奉献， 展现核心区劳动者的
担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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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记
者近日从朝阳区安贞街道总工会
了解到， 近年来， 安贞街道总工
会结合日常工作， 通过带动社会
力量深入开展消费扶贫， 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贡献出基层工会组织
的一份力量。

据了解， 2017年底， 安贞街
道与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 “一镇
二乡” （扎瓦镇、 托胡拉乡、 芒
来乡 ） 确定对口帮扶关系 。 目
前， 托胡拉乡已完成脱贫摘帽，
其他一乡一镇发展顺利。 “作为
安贞街道的群团组织， 我们主要
做的是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 带
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消费扶

贫。” 安贞街道总工会主席李咏
梅说， 街道总工会今年共投入３０
余万元参与消费扶贫项目。

在采购逢年过节 、 送温暖
和困难帮扶等慰问品时， 安贞
街道总工会优先采购贫困地区产
品。 去年， 工会采购新疆大枣和
新疆核桃 ， 开展 “冬季送温暖
刷卡享服务” 主题活动， 慰问工
会职工会员 。 此外 ， 结合 “五
一”、 国庆节、 中秋节开展职工
节日慰问， 工会通过扶贫网上平
台为职工购买贫困村和贫困户的
农特产品。

与此同时， 安贞街道总工会
引导鼓励广大工会干部、 工会会

员和职工积极参与到消费扶贫专
项行动中去 ， 开展了捐款 、 捐
物、 结对帮扶活动。 在前不久举
行的安贞扶贫工作表彰暨农产品
推介活动现场， 安贞街道总工会
积极组织企业和职工捐款、 认购
推介会上的农产品。

《北京市总工会2020年职工创新助推计划实施方案》印发

本报讯 （记者 马骏） 近日，
《北京市总工会2020年职工创新
助推计划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方案》）印发，市总工会将继续实
施职工创新发明专利助推和创新
项目助推工作， 对获得职务发明
专利的一线职工， 市级职工创新
工作室和区、局、集团（公司）级职
工创新工作室的创新项目进行资
金助推。据了解，今年将鼓励职工
在高精尖产业发展领域进行岗位
创新， 鼓励职工创新工作室围绕
生产一线的技术难题开展多种形

式的技术创新活动。
《方案》指出，在职工创新发

明专利助推工作中， 鼓励职工立
足本职进行岗位创新， 重点关注
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能源智能
汽车、新材料、科技服务、新一代
信息技术、集成电路、智能装备、
节能环保、 软件和信息服务等首
都高精尖产业发展领域。 此次助
推条件为 ： 在2019年 1月1日至
2019年12月31日期间， 由国家知
识产权局授权的发明专利， 且此
项发明专利已在企业生产中得到

应用， 同时发明专利应为基于岗
位创新的职务发明， 第一发明人
应为持有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
一线职工。助推标准为：每项职务
发明专利给予3000元助推资金 ，
每人每年最多享受一次助推。

在职工创新项目助推工作方
面， 鼓励职工创新工作室围绕企
业生产一线的技术难题开展技术
革新、 技术攻关、 技术交流等多
种形式的技术创新活动。 重点助
推创新工作室正在开展的具有一
定科技含量， 填补某一项领域空

白， 对企业转型升级、 技术革新
等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项目； 切
实解决工艺技术难题的项目； 具
有较强的职工技能培养功能， 能
切实推动知识型、 技能型、 创新
型技术工人队伍建设的项目。 助
推条件为： 项目已由企业批准于
2020年内立项且拨付启动资金 ，
并在企业立项之日起两年内完
成 。 助推标准为 ， 市级 （示范
性） 职工创新工作室创新项目助
推资金分为10万元、 5万元两个
等级。 区、 局、 集团 （公司） 职

工创新工作室创新项目助推资金
为3万元。

在项目申报中， 职工须填写
创新项目助推申报书并准备相关
佐证材料， 经项目所在单位工会
及区、局、集团（公司）工会推荐至
市总工会。 由市总工会核准申报
单位的申报资格后进行项目的专
业评审， 以专业评审分数为主要
助推依据，确定拟助推项目。拟助
推项目将在北京市总工会网站进
行公示， 公示无异议的项目可获
得相应等级的助推资金。

鼓励职工在高精尖产业发展领域岗位创新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抗疫
英雄钟南山、 张伯礼、 张定宇、
陈薇……从全国46000多幅应征
作品中精心挑选出的 “中国梦·
劳动美” 第七届全国职工摄影佳
作， 10月20日在全国总工会大楼
展出。 这些作品生动反映了全国
各条战线亿万职工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 扶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
的生动感人画面。

据了解， 全国职工摄影展已
成功举办七届， 累计参与职工人
数接近8万人， 投送作品逾25万
件 （组）。 今年由全总宣教部指
导、 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和江
西省总工会联合举办的第七届摄
影展， 集中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导下奋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复工复产、 打好扶贫攻坚战和决
胜全面小康的感人场景， 进一步
诠释了 “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
高、 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

组委会在120天里收到全国
各地报送的作品4万余幅 （组），

经过基层摄协会员遴选和专家评
审， 共评出金奖3名、 银奖7名、
铜奖28名 、 优秀作品奖162名 。
连续七届参加全国职工摄影展作
品终评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
舸评价说， 本届影展参与面广，
作品质量高， 社会影响大， 是全
国摄影界标志性的品牌活动， 这

些作品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责任与担当， 全面展示了工人
阶级主力军作用和英雄模范人物
的时代风采， 彰显了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 、 中国智慧 、 中国速
度。 本届影展在北京展出后将在
全国部分城市巡展。

白莹 摄

本 报 讯 （ 记 者 刘 欣 欣 ）
“通过参加活动我对垃圾分类有
了更深的认识 。 我要从自身做
起， 让垃圾分类成为时尚生活新
技能。” 10月19日， 朝阳区大屯
街道慧忠北里第一社区联合工会
在天创世缘小区花园开展 “垃圾
分类” 趣味宣传活动， 来自辖区

各企业的30余名职工参与其中。
活动通过公益趣味游艺活

动、 发放宣传资料、 垃圾分类知
识问答等形式开展。 慧忠北里第
一社区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
望通过活动， 增强辖区企业职工
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度、 认同
度和参与度。

大屯社区工会游艺中指导垃圾分类
北联大工会“消费扶贫”为教职工送福利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通讯员
唐武） “受疫情影响， 不少农产
品出现滞销情况， 关键时刻， 北
京联合大学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解了老百姓的燃眉之急， 更是给
村里脱贫攻坚帮了大忙。” 近日，
在北京联合大学消费扶贫助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助农产品发放仪式
上， 京保协作消费扶贫创新示范
中心主任王晓颖代表保定市向联
合大学连声道谢。

据悉， 北联大校工会前期积

极调研， 多措并举采购贫困地区
农产品作为教职工节日慰问品
和 活 动 奖 品 ， 通 过 询价比对 ，
先后在 “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上
销售平台” 遴选出包括米、 蛋、
杂粮、 食用菌、 苹果、 燕麦片在
内的八类26021份爱心助农产品，
共计140余万元， 累计帮扶贫困
户达到9700余户 。 经过校 工 会
的连日准备 ， 各校区的 3200余
名工会会员在最短时间领取到扶
贫产品。

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王爱军表示， 作为北京
高校， 北联大将积极参与精准扶
贫工作 ， 助力贫困地区走出困
境， 展现北京联合大学服务社会
的责任担当。

下一步， 北联大工会将面向
北京定点扶贫地区———新疆和田
地区墨玉县和洛浦县 ， 采取多
途 径 多 渠 道 采 购 特 色农产品 ，
助力受援地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任务。

聚焦职工抗击疫情、扶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感人画面

第七届全国职工摄影展在京开展 西城120名园林职工角逐“金剪子”

11445555名名公公交交驾驾驶驶员员获获““金金、、银银方方向向盘盘奖奖””
近日，北京公交集团举行2020年 “金、银方向盘奖”颁奖仪式，167

名驾驶员获得代表首都公交安全行车最高荣誉的 “金方向盘奖”，1288
名驾驶员获得“银方向盘奖”。 本报记者 盛丽 彭程 摄影报道

金博众科技房山分公司工会成立

安贞街道工会积极作为开展消费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