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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近
日， 由顺义区总工会主办的2021
年职工象棋比赛在工人文化宫拉
开序幕。来自全区26支代表队、百
余名职工象棋爱好者齐聚一堂，
在棋盘上排兵布阵，激烈角逐。

据了解， 此次象棋比赛采取
电脑积分编排方式， 为期2天，共
进行7轮赛。 比赛现场激烈精彩。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加深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对党的
历史的认识， 象棋比赛过程中还
穿插了多个党史知识问答环节。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区总
工会以组织开展象棋比赛等职工

喜闻乐见、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为载体， 以实际行动搭建新时代
文明活动平台， 推动全区健身运
动的蓬勃发展。”顺义区总工会副
主席姚竞宏说。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今
年， 东城区总工会结合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开展读书活动 ，
动员职工个人、 集体 （部门、 班
组、 车间） 或职工家庭诵读 《把
一切献给党》 等经典著作片段、
党史故事 ， 并录制成视频或音
频。 这是记者近日从东城区总工
会主办的 “把一切献给党 劳动
创造幸福” 东城区职工主题阅读
活动启动仪式暨世界读书日诵读
会上了解到的。

根据 《“把一切献给党 劳动
创造幸福” 东城区职工主题阅读
活动方案》，东城区总工会将加强
职工书屋建设， 充分发挥书屋作
用，合理安排书屋开放时间，完善
职工借阅图书的方式、途径，对图

书进行有效更新；开展读书沙龙、
经典诵读、阅读分享、专题讲座、
好书推荐等形式多样的线下阅读
活动；充分利用线上平台，通过网
站 、微信 、App等 ，开展好书佳句
分享、交流读书见闻、声临其境朗
读等线上阅读学习活动； 开展党
史讲座、知识竞赛等活动，激发广
大职工的爱党爱国热情。

同时，根据《“见字如面·对话
时代英雄” 东城区在职职工学历
技能双助推计划学生主题活动方
案》， 东城区职业大学将于今年4
月至12月，陆续开展“见字如面·
对话革命先辈”“见字如面·对话
时代楷模”“见字如面·对话身边
榜样”“见字如面·颂扬新中国现
代化建设伟大成就” 四项主题活

动。 活动将通过组织开展红色历
史学习及烽火家书品读， 邀请劳
模、工匠或先进工作者进校园，开
展 “我心中的身边榜样” 校园评
选活动， 组织师生参观高新技术
企业、 城市建设成果、 新中国成
就展等， 组织学生以写一封信的
方式致敬革命先辈、 时代楷模、
身边党员榜样和伟大祖国， 进一
步激发东城区广大职工的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怀。

东城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赵茂杰在致辞中表示，
希望通过职工主题阅读活动， 倡
导全区广大职工学党史 、 诵经
典、 读好书， 引导职工提升思想
认识、 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 促
进职工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4月25
日，北京市总工会召开“五一”新
闻发布会， 公布了2021年首都劳
动奖状、 首都劳动奖章和北京市
工人先锋号评选结果。 北京市总
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新闻发言
人赵丽君介绍了有关奖项评选情
况。今年，共评选首都劳动奖状58
个、首都劳动奖章299名、北京市
工人先锋号118个。

58个首都劳动奖状中， 非公
有制集体16个， 占27.59%。299名
首都劳动奖章人选中， 女性105
名，少数民族23名，中共党员241
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0名，
35岁以下55名，外省农民工23名。

其中， 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
180名（含农民工32名），占60.20%；
科教人员68名，占22.74%；非公有
制企业职工70名 ， 占23.41%。在
118个北京市工人先锋号集体中，
有企业班组71个，占60.17%；非公
有制集体31个，占26.27%。

赵丽君介绍， 今年首都劳动
奖评选有三个特点。 注重向基层
和一线倾斜， 首都劳动奖状获奖
集体均为处级及以下机关事业单
位、 市属二级及以下企业和非公
有制企业； 北京市工人先锋号有
企业车间班组、工程项目、研发部
门39个。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中，
有生产一线的产业工人、 研发人

员81人， 教师16人， 医务人员11
人，基层公安干警、检察官、法官
13人。此外，还有快递员、保安员、
出租车司机、社区工作者、环卫工
人、飞行员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注重选树高素质人才， 首都劳动
奖章获得者中， 中科院院士1人；
博士31人、 硕士67人、 本科专科
184人；获国家或省部级科学技术
进步奖项的科技人才47人； 主持
国家及省部级重大项目、 重大课
题研究的领军人30人； 在技能大
赛或劳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
人员19人； 中级及以上职称专业
技术人员147人，中级及以上技术
等级工人65人。注重行业广泛性，

涵盖了各领域、各行业、各方面，
既有生产型、科技型、生活服务型
企业，也有医疗、教育、文化、司法
等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部门， 以及
金融服务、社区服务、社会组织等
其他类型单位和部门。此外，由于
消防部队改革转隶以后， 现役编
制转为地方行政编制， 及时把消
防队伍纳入评选表彰范围，2个区
级消防支队获首都劳动奖状，6名
消防职工获首都劳动奖章，1个消
防站获北京市工人先锋号称号。

发布会上， 还通报了北京市
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 工人先
锋号推荐情况。 共推荐全国五一
劳动奖状10个、 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35名、全国工人先锋号36个。全
国五一劳动奖状推荐对象中，非
公有制企业3个。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推荐对象中，产业工人14名，其
他一线职工与专业技术人员11
名，科教人员7名；非公有制企业
职工12名，农民工4名，少数民族
职工2名，女职工11名。全国工人
先锋号推荐对象中， 企业班组27
个，其中非公有制企业班组11个。

截至目前， 市总工会累计评
选表彰首都劳动奖状、 首都劳动
奖章29次， 评选表彰北京市工人
先锋号11次； 共授予首都劳动奖
状1599个，首都劳动奖章7868名，
北京市工人先锋号1348个。

向基层一线倾斜 选树高素质人才 注重行业广泛性

今年超六成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为一线职工和技术工人

其中4名为女性 市总工会鼓励大工匠所在单位设“工匠创新工作室”

30名技能高手获第二届“北京大工匠”称号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4月25

日，北京市总工会召开“五一”新
闻发布会。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
主席， 新闻发言人赵丽君介绍了
第二届“北京大工匠”选树工作情
况。经过基层工匠选树、确定种子
选手、挑战者选拔、挑战赛角逐、
专家组综合评审等环节， 目前30
名 “北京大工匠 ”、30名 “北京大
工匠提名人物”全部产生，其中有
4名女性成为“北京大工匠”。市总
工会将给予“北京大工匠”获得者
每人3万元奖励、“北京大工匠提
名人物”获得者每人1万元奖励。

赵丽君介绍，第二届“北京大
工匠” 选树活动得到了全市各界
的广泛关注、积极参与。通过前期
调研、基层推荐、初步筛选、公开
征集、专家论证等环节，确定在30
个职业（工种）开展“北京大工匠”
选树工作。全市226家企事业单位
按照综合考量、优中选强原则，推
荐322名种子选手候选人，经专家
组评审确定了85名种子选手。在
挑战者选拔赛阶段，举办百余场、
近万名职工参与的挑战者选拔
赛， 选拔出179名终极挑战者。在
大工匠系列挑战赛中， 种子选手
与终极挑战者同台竞技， 以基础
理论考核、现场答辩、实操比拼等
多种形式，产生了60名“北京大工
匠”提名人选。2020年12月，经组
织150名专家进行终极综合评审，
确定了30名 “北京大工匠”、30名
“北京大工匠提名人物”。

相较于第一届 “北京大工
匠”，本届选树工作，扩大了职业
（工种）、坚持面向基层一线职工、
突出比评结合，确保公开、公平、
公正。本届的职业（工种）由首届
的10个增加到了30个， 既有工业
机器人操作调整工、 网络与信息
安全管理员、智能楼宇管理员、城
市轨道交通列车驾驶员等新兴产
业和先进制造业类职业工种，也
有体现文化底蕴和城市服务类的
古建筑传统彩画工、 景泰蓝制作
工、园林绿化工、供热管网系统运
行工等； 既有直接服务首都高质
量发展的工种， 也有服务百姓衣
食住行的职业，涵盖一、二、三产
业， 为北京产业工人队伍发展建
设提供了新的人才选树途径。

据介绍，本届“北京大工匠”
选树过程中，年龄最小的29岁，最
大的62岁， 平均年龄43.73岁；20
名来自国有企业、5名来自事业单
位、5名来自非公企业；有4名女性
成为“北京大工匠”。他们长期工
作在生产一线， 或拥有行业领先
的绝技高招， 或创造行业公认的
先进成果，或在重大战略、重大项
目、 重大工程或中华传统文化传
承事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做出
了突出贡献。

为选树出体现首都特点、技
艺高超、职工认可、群众崇尚的工
匠人物，本届“北京大工匠”采用
比、 评结合的选树方式， 在传统
“评” 的基础上加入技能实操比

武， 重点考核职工在生产一线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展现选手的
绝技绝活。 举办了上百场挑战者
选拔赛， 面向社会邀请具有拿手
绝活的民间匠人、 各行各业的技
能高手参与，不限学历、户籍和企
业性质， 只要服务于北京发展建
设的人员均可报名。 最终有数控
铣工、液晶显示器件制造工、中药
泛丸工等7个职业（工种）的终极
挑战者挑战成功， 当选北京大工
匠。在综合评审环节，由北京市方
圆公证处进行全程监督并出具
《公证书》。

下一步， 市总工会将鼓励北
京大工匠所在单位设立 “工匠创
新工作室”，对其所在创新工作室
申报并通过评审的创新项目，连
续3年每年提供10万元的创新项
目助推资金。支持“工匠创新工作
室”开展名师带徒、技术创新、难
题攻关等工作， 实施大工匠讲堂
项目，传承工匠技艺，培养更多工
匠人才。同时，加强对“北京大工
匠”的宣传，讲好工匠故事，弘扬
工匠精神， 引领广大职工学好技
能、提升技能、用好技能、释放创
新创造活力，建功“十四五”，奋进
新征程，为北京“四个中心”建设
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才智和力量。

据了解， 第三届 “北京大工
匠”将于今年下半年启动，市总工
会将发动各级工会积极选树各层
级工匠， 为首都各行各业培育出
“千千万万大工匠”。

动员职工和职工家庭诵读经典著作片段、党史故事等

东城区总工会启动职工主题阅读活动

近日， 北京市金融工会在大运河森林公园组织开展 “百年同
路、同心接力绣党旗”主题活动。金融工会系统32家单位100多名工
会主席和工会干部在10米长的党旗上，用“一针一线”传递了爱党
爱国情怀以及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近日， 由北京市总工会主办， 王府医院协办的 “首都职工心
向党 同心接力绣党旗” 活动在王府医院启动。 现场， 百名医护
工作者在长10米、 宽6.7米的党旗上绣下 “一针一线”， 表达对伟
大祖国的祝福。

顺义区总工会举办职工象棋比赛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一针一线”传递爱党爱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