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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家获评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累计培育5000多位科技创新人才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记者

昨天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
会获悉， 目前经开区区级职工创
新工作室达到80个， 其中， 26家
被评选为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累计培育 5000多名科技创新人
才， 为辖区创新驱动发展插上强
劲 “羽翼”。

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有
限公司何茂栋创新工作室是新获
评的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创新
工作室负责人何茂栋告诉记者，
“得益于经开区总工会的支持，公
司这两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业

绩。”目前，何茂栋创新工作室开
发的温控设备已覆盖了国内所有
的8英寸及12英寸集成电路制造
生产线， 并销往国内主流的半导
体厂家， 打破了国外厂家的技术
垄断，并实现了批量生产应用，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回忆起创新工作室建立之
初， 何茂栋说： “工作室以我的
名字命名， 主要研发方向是集成
电路制造领域半导体专用温控设
备的设计开发。” 2019年， 创新
工作室得到了区总工会的授牌，
同时获得15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和

3万元项目主推资金。 “创新工
作室在创建和运作中得到经开区
总工会的大力支持。” 何茂栋介
绍 ， 公司不仅完善了工作室设
施， 工作室成员也在区总工会邀
请相关领域专家帮助下， 按照创
新、 提升、 充实、 完善的思路对
日常工作制度进行全面修订和完
善， 使工作室逐步走上正规、 高
效的有序推进工作轨道。

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有
限公司何茂栋创新工作室的故
事， 只是经开区通过扶持创新工
作室提升区内企业创新能力的缩

影。记者了解到，为推进辖区职工
创新工作室创建活动， 推动高技
能人才培养及科技成果推广转
化， 经开区于2014年启动了职工
创新工作室的评选工作。 围绕降
低成本、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技
术革新、安全生产等主题，组织员
工开展技术攻关、管理创新、科学
研究等活动， 推广普及先进的创
新理念、 技术和方法， 解决本地
区、本行业、本单位的技术发展瓶
颈，促进企业科技进步，并选出一
批有一定理论水平、 工作经验和
创新能力的劳模、高技能人才、技

术技能领军人物作为带头人。
7年来，经开区通过职工创新

工作室评选活动， 推动区内多家
企业创建职工创新工作室， 截至
目前， 已累计评选出区级职工创
新工作室80个， 其中26家获评市
级职工创新工作室。另外，区内还
评选出了劳模工作室15个， 获得
153项职工发明专利，17个职工创
新项目获得市级资金助推，14项
职工创新获得首都职工自主创新
成果奖， 共累计培育5000多位科
技创新人才， 为企业和辖区创新
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本报讯 （记者 杨琳琳） 11月
27日下午， 北京职工婚姻家庭建
设协会第三届会员大会在北京职
工服务中心三层报告厅召开，大
会选举产生了协会第三届理事
会、监事会。

会上通过了修改后的协会章
程（草案）等相关文件，周娜当选
北京职工婚姻家庭建设协会新一
届会长。 周娜代表新一届理事会
领导班子作了发言， 表示将在市
总工会的领导下，强化服务意识，
拓展服务平台，提高服务质量，不
断推进职工婚姻家庭建设事业的
健康发展。

市总工会女职工部部长张秀
萍要求， 新一届理事会和会员单
位要加强理论武装和政治引领，

坚持服务职工宗旨； 要结合职工
需求改进工作方法， 提升服务能
力； 要注重发挥协会在促进职工
家庭建设方面的职能提供更广泛

更深入的指导和服务； 要进一步
深化婚协工作的内涵、 扩大婚协
工作的外延，不断开拓创新、锐意
进取。 彭程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首都
职工素质工程公益大讲堂暨 “走
进一泓碧水”———密云区劳模宣
讲志愿服务活动， 在密云区房地
产开发公司礼堂拉开序幕，近200
名企业干部职工现场聆听宣讲。

活动现场， 干部职工先后观
看了北京市劳动模范、 北京东方
神韵公司董事长刘永连 “党建引
领， 护得碧水润京华” 的动人故
事，以及北京市劳动模范、石匣村
党支部书记宋宝君带领村民致富
和护水保水的故事。同时，现场听
取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溪翁庄分
队长段小龙，以《做密云水库的忠
实守护者》为题所做的宣讲。

26年来， 刘永连带领着主要
由密云水库移民及子孙组成的职
工队伍， 历尽艰辛、 不辱使命 ，
像珍惜生命一样守护密云水库这
个无价之宝； 而作为一名保水工
作者、 一名一线执法人员的段小
龙， 承诺将再接再厉， 与各执法
分队及周边7个镇的保水大队密
切配合， 加大水库周边环境综合
整治和涉水违法行为的打击力
度，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
水库，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

活动最后， 北京市先进工作
者、 密云区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副
主任林振洪现场宣讲密云水库建
成60周年发展史， 带领干部职工

一起回顾60年奋斗史、发展史、保
水史。职工们表示，聆听了整场宣
讲， 再次了解了密云水库的建设
和发展史。 特别是劳模先进的保
水故事，让大家备受鼓舞。“未来，
我们将积极参与保水工作， 继续
守护好密云水库。”

密云200名干部职工聆听保水人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即日起， 怀柔区总工会
将于每周二、四下午的18:10———
20:10，开办职工仪态素养提升培
训班。共计三期24课时的培训班，
吸引了180名职工报名参训。

据悉， 怀柔区总工会特邀请
专业老师，从形体塑造的意义、站
姿、坐姿、步态、形体塑造与神韵
气质融合方面， 为学员量身打造
课程安排， 通过理论讲解与实操
练习，将职工仪态素养给予修正。
来自各行各业的会员职工进行专

业学习与锻造后表示， 自己对美
的理解有了全新的认识， 个人气
质均有提升，收获满满。

据介绍，今年，怀柔区总工会
组织开展了系列文化服务活动，
以及送服务、送文化、送文明、送
培训、送技能进基层活动。区总工
会依托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
形式， 秉承一手抓业务工作精准
服务职工， 一手抓助力企业复工
达产的目标， 为怀柔职工带来学
与玩的乐趣， 深受全区广大职工
的喜爱。

怀柔工会开办职工仪态素养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 石海芹） 近
日，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联合北京
康复医院精心策划组织了22小时
约会———“半山之恋” 联谊活动，
共70余名单身青年职工参加。

在游戏环节里， 男女青年职
工打破初次见面的隔阂与屏障 ，
乐 享 其 中 ； 露 天 烧烤活动中 ，
男女职工分工协作， 精心烤制着
食材； 当大家都换上 了 非 洲 部
落 的 装 扮 时 ， 随 着 悠扬的旋
律， 男女职工彼此的距离拉得更
近了。

“工作越来越忙， 圈子越来
越小。 考虑到单身青年职工交友
的实际情况和迫切需求， 集团开
展了此次交友活动。” 中铁二十

二局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工会
主席王参军表示， 缘分让 “铁军
战士” 和 “白衣天使” 相聚在一

起， 共同开启 “22小时的寻爱之
旅 ”， 也希望大家能收获真心 、
收获爱情。

中铁二十二局为单身职工开启“寻爱之旅”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北京市

政路桥城乡建设集团擎宇物业党
支部联合工会近日对扶贫地区河
北省保定市顺平县高于铺镇苏辛
庄小学捐赠价值3000余元的体育
用品，包括篮球、跳绳及其他体育
器材等。

收到捐赠物品， 苏辛庄小学
校长在感谢信中说：“我校师生一

定会充分利用这些体育器材，丰
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发挥它们
应有的作用。同时，我们会在孩子
们的思想教育中， 让他们学会感
恩，回馈社会。”据了解，今后擎宇
物业公司将继续投入到资助贫困
学校的爱心行动中， 为发展地方
教育事业、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
贡献职工力量。

市政路桥擎宇物业扶贫助学献爱心

北京职工婚姻家庭建设协会选出“当家人”

经开区工会7年扶持80个职工创新工作室

(上接第１版)
北京城市副中心将金融业高

质量发展作为落实副中心功能定
位、增强产业支撑的重要抓手，明
确财富管理、 绿色金融和金融科
技为副中心金融业发展的三大重
点，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绿色
金融示范先行区、智能金融港。

在重大政策利好、 一流营商
环境的加持下， 副中心金融业发
展的吸引力提升 ， 品牌效应凸
显， 金融活力迸发。 目前， 副中
心已入驻银行、 保险、 证券、 基
金等金融机构230余家， 北京首
家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华夏理财
和副中心首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汇泉基金等一批绿色金融项目落
户副中心。 今年前三季度， 副中
心金融业增加值增长近30%， 实
现税收增长70%。

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五河交
汇处的运河商务区， 古代漕运鼎
盛时期 ， 这里就商贾云集 。 如
今， 它成为城市副中心重点承载
总部经济、 财富管理等商务服务
功能的区域。

全国首家外商独资货币经纪
公司———上田八木货币经纪 （中
国） 有限公司26日正式落户运河
商务区的北京国际财富中心 。
“日本母公司长期看好中国， 早
在1996年就在中国设立了代表

处。” 公司筹备组负责人黄洪说，
在全球疫情肆虐的背景下， 相关
部门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审核并
批准我们筹建， 日本母公司对此
赞叹不已。 “未来将利用副中心
的创新鼓励政策， 为境内外客户
提供周到服务。 我们有信心在副
中心、 在通州获得成功。”

“目前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园
区已有注册企业近80家， 总规模
超百亿元。” 北京国际财富中心
负责人赵勇说。

目前， 副中心城市框架有序
拉开， 展现出生机勃发的良好态
势。 各项重大工程和重点功能区
建设稳步推进， 城市绿心正式开
园，环球主题公园年底建成；六环
路入地、副中心交通枢纽、行政办
公区二期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加快
实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的不利影响， 前三季度通州区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699.6亿元，建安
投资374.2亿元 ，继续保持 “双增
长”。今年1月至10月，通州区新注
册企业14000余家，新增数量和资
本注册量居北京前列。

“这展现了副中心高质量发
展的韧性和潜力 。” 曾赞荣说 。
他还发出邀请， 期待有识之士在
更高层次、 更广范围、 更深程度
参与城市副中心建设， 与城市副
中心共成长， 共享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