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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持续助推经济技术创新

为进一步加强顺义区职工技能人才培养， 推进知识型、
技能型、 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引导职工努力学习知
识、 刻苦钻研技术， 激发广大职工崇尚技能、 学习技能的
热情， 2020年5月， 顺义区总工会印发 《经济技术创新工作
三年助推计划实施方案 （2020年—2022年）》。

“该 《实施方案》 助推对象为按规定缴纳工会经费的
顺义区建会单位及持有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顺义区工会
会员。 助推项目包括单位承办职业技能竞赛助推、 职工参
加区级及以上级别技能竞赛获奖助推、 在职职工职业发展
助推、 职工参加技能培训助推、 职工创新工程工作助推，
合计5大项目。” 顺义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其中， 在
助推创新工程工作方面， 顺义区总工会坚持以职工为创新
主体， 以职工创新工作室为平台， 对在区级创新工作室、
创新项目、 创新成果以及一线职工职务发明专利等评选活
动中获奖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助推， 并优先推荐参加市级评
选。

值得一提的是， 创新工程项目的助推力度不断加大，
职工创新工作室的助推标准在原1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到1.5
万元； 经过层层评选获奖的自主创新成果， 一、 二、 三等
奖将分别获得3000元、 2000元、 1000元助推金。

据悉， 在职工创新工作室评审过程中， 顺义区总工会
要求其有完善的人才培养、 选拔制度； 有面积不低于10平
方米， 用于开展创新活动的基本活动场所和设备设施， 并
将场所作为职工创新的实训基地； 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及相
应的资金管理制度， 以保障活动的正常开展； 每年至少完
成1-2项创新成果， 并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能够带动职
工积极参与创新活动， 在为企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方面成
果明显。

同时， 职工自主创新成果评审要求符合具有先进性、
实用性的发明创造等7项条件之一， 且要完成整体应用的优
秀技术创新成果方可进行申报。

“资金支持， 仅仅是我们鼓励职工创新的手段之一，
提升职工创新的荣誉感和获得感， 才能进一步激发职工创
新热情与激情。” 顺义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 在顺义区总
工会门前的公开橱窗里， 职工创新工作室和创新成果的宣
传海报吸引无数职工驻足观看。 顺义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希望以此激励职工立足本职、 岗位创新， 充分调动
广大职工投身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进一步推动高
技能人才培养及科技成果推广转化， 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并努力营造出 “万众创新” 的良好社会氛围。

创新工作室领航职工创新

采访中， 记者先后走进多家顺义区职工创新工作室，
探访他们凝心聚力开展职工创新的 “秘诀”。

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是一个年轻富有
朝气的创新团队， 科室内9名职工各有专长， 相互的支持与
合作， 形成了极强有力的 “战斗力”。

“我们负责研究、 拟定区域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规划，
负责组织开展健康危险因素、 健康素养监测评价工作； 健
康教育宣传 、 技术咨询 、 人员培训 ； 指导和监督镇 （街
道）、 村 （社区）、 学校、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健康教育与健
康促进活动。” 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创新工作
室领军人赵莹颖向记者介绍， 在过去的几年中， 工作室牢
固树立全生命周期健康促进与健康管理理念， 通过区级层
面开展多种形式健康促进活动， 如全民总动员、 健康减重
10万斤、 幼儿健康传播行动、 中小学生健康知识与技能竞
赛、 生命早期营养1000天、 巾帼健康提素等专项行动等，
向顺义区居民宣传倡导健康行为生活方式， 开展健康知识
普及行动， 提升辖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为拓宽传播渠道， 广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该创
新团队于2015年建立北京顺义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通过
互联网宣传科普健康知识 ， 目前已有9万余人关注支持 。
2019年， 还率先在全市建设基于医疗机构的健康科普传播
系统， 50个宣传点位分布于辖区各医疗卫生机构， 与原有

户外媒体宣传点位形成优势互补， 形成多方位、 立体式健
康科普宣传阵地。

同时，为创新健促形式，开展全生命周期健康教育，该创
新工作室开展“全民总动员，健康减重十万斤”专项行动，吸
引近2万职工群众参与其中； 在开展中小学生健康知识与技
能竞赛过程中，覆盖影响全区70余所学校6万余名学生。

“每一次主题健康教育活动的圆满完成都离不开同事
们的群策群力。” 赵莹颖说。 团队的头脑风暴让工作总是
充满创新的火花。 2020年， 该创新工作室首次在顺义全区
范围内评选创建 “健康家庭”， 其中， 家庭成员定期体检、
常备健康自测工具、 邻里和谐等10条评价标准， 均出自团
队调研和头脑风暴。 最终顺义区评选出1000多户 “健康家
庭”， 为指导后续的健康干预和促进活动， 起到示范作用。
该活动的可复制性， 也吸引了同行业相关单位争先效仿。

同样依托本职工作， 用创新打开工作新局面的， 还有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慧企讲堂 ” 创新工作室 。
“慧企讲堂” 作为顺义区职工教育学习品牌， 秉承 “慧智天
下、 助企发展” 的宗旨， 根据顺义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
及企业不同层次人员的培训需求， 对区内企业单位开展培
训支持服务。

“具体而言， 我们是通过 ‘四慧’ 开展企业培训工作
的。 即： 慧智、 慧才、 慧和、 慧泽。” 创新工作室的领军人
李明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慧智” 即提升企业和员工的
心智模式， 使之转变原有固定模式， 认识到培训对提升企
业绩效和职工素养有着重要作用； “慧才” 即培养和开发
企业的人才； “慧和” 即通过培训， 使企业员工之间、 部
门之间和其他企业关系更加和谐融洽； “慧泽” 是企业发
展的关键和核心， 即焕发出生命力。 “四慧” 做法为职工
教育工作注入灵魂，近年来，“慧企讲堂”不断深化和完善相
关内容， 在推动企业学习型组织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以北京顺义建设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为例， 该公司在成

立之初便开始依托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开展职工培训， 在
工作沟通过程中， “慧企讲堂” 创新工作室扎实做好调研，
并为其量身打造符合企业和职工需求， 更有益于企业职工
发展的培训计划。 “起初， 该企业的培训内容略显单调和
专业， 但随着企业内部学习氛围愈发浓厚， 职工需求越来
越多， 为该企业打造的培训计划， 也就越来越丰富。” 李明
春说， “现如今， 我们有场地， 有师资队伍， 有教育资源，
可以随时为企业提供菜单式服务。” 2020年， 针对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要求， “慧企讲堂” 还专门推出了线上课程， 供
企业和职工选择。

“慧企讲堂” 用职工教育助力企业发展， 效果十分显
著， 先后服务130多家企事业单位， 数万名职工受益。 随着
培训质量和效果的不断增强， 课后满意度调查也一直保持
在90%以上。

接下来， 李明春和他的团队依旧信心满满。 他们正在
逐步探讨职工教育培训中如何 “接地气”、 如何创品牌、 如
何创新发展等问题。 同时依托创新工作室， 激发职工创新
能力， 进一步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互利共赢让创新成果竞相迸发

细数2020年度顺义区总工会评选出来的25项职工自主
创新成果， 深刻的感受到了广大职工的才情与智慧。 创新，
既是开拓进取， 又是互利共赢。 创新成果竞相迸发， 为顺
义区经济社会发展插上了有力的翅膀。

北京中技克美谐波传动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制造
谐波传动产品、 谐波传动机电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 2020
年， 该企业职工参加顺义区职工创新工作室、 职工自主创
新成果评选工作， 共有8项创新成果获奖。 “每一项创新成
果都是我们研发和技术团队的心血之作。 ”该企业技术负责

人穆晓彪向记者介绍，如今创新对于从事产品研发
与技术攻关的职工来说，成为常态化工作状态。

职工赵亮就是一个随时保持创新的普通职工，
他申报的创新成果获得了顺义区总工会职工自主创新成果
一等奖。 “项目看似简单， 只是更换了谐波减速器上一个
新材料， 但这对于产品本身来说， 却是一次质的飞跃， 它
拓宽了谐波减速器在原材料选择上的范围， 具有重要创新
意义。” 穆晓彪告诉记者， 新材料的应用没有想象中那么简
单， 它不仅需要敏锐的眼睛， 发现并尝试应用新材料， 更
需要经过不计其数的反复实验论证， 确保新材料满足客户
需求和产品自身实际情况。

“那是一个漫长又寂寞的过程， 但实验论证需要的就
是耐得住寂寞。” 经过半年的努力， 赵亮带着全新的材料搭
配下的新产品， 交付给客户， 收获同事和客户的一致认可，
这让他成就感十足。

对比攻克技术难题， 新产品的研发更复杂的多， 在北
京中技克美谐波传动股份有限公司此次获奖创新成果中，
就不乏根据客户需求全新打造的产品类型。 “新产品的研
发， 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研发人员不仅要根据客户需
求， 完成产品设计， 更要在随后的测试和生产过程中， 计
算制定测试标准， 并全程参与完善工作， 难度可想而知。”
企业研发部部长刘茜茜说。 截至目前， 北京中技克美谐波
传动股份有限公司成熟产品型号多达480多个， 平均每年开
发3到4款新产品的创新频次， 也让这个团队以及职工个人
保持着旺盛的创新精神。

事实上， 对于企业来说， 职工饱满的创新热情和硕果
累累的创新成果， 都是在为助力企业发展添砖加瓦， 而企
业多举措充分调动职工创新热情， 则着实需要下一些功夫。
据介绍， 北京中技克美谐波传动股份有限公司在2019年年
底成立了专门的研发部门， 吸纳十余名优秀职工形成部门
核心成员， 致力于解决各种研发技术难题。 同时提升创新

型技能人才工资待遇， 搭建成长平台， 都在一定程度上鼓
励和促进了职工创新工作。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 25项获奖创新成果中， 不仅包含
涉及众多高新技术产业， 也有在传统产业中大放异彩的创
新硕果。 北京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 生
产环保部相关负责人石均申报的创新成果———数字化车间
应用示范， 在评选中荣获二等奖。

“顺鑫牵手数字化车间是通过生产过程自动化升级以
及数字化、 智能化设施引入， 实现果蔬饮品生产过程的升
级，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 工业控制技术的优势， 以高度自
动化、 柔性化、 智能化， 尽可能降低人工参与的数字化车
间为目标， 实现厂房集约化、 生产清洁化、 废物资源化。”
据介绍， 该系统建立后， 减少了果葡糖浆间、 酸碱存储间、
CIP清洗间、 纯水处理间操作人员数量， 实现在中控室的
一键式操作， 节省了工作时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 果葡糖
浆、 酸碱清洗剂由人工添加/溶解改为全自动化， 大大缩短
了工作时间， 降低了员工的工作强度， 减少了人身伤害，
降低了生产成本。 有数据显示， 升级后的数字化车间可实
现经济效益上千万元。

创新永无止境， 梦想终将启航。 顺义区总工会多措并
举， 鼓励职工积极参与经济技术创新工作。 接下来， 顺义
区各级工会组织还将广泛开展技能竞赛、 技能培训、 创新
工程等各项工作， 全力实现以职工为主体， 以实现职工全
面发展为出发点， 以技能人才培养和创新成果转化为手段，
形成经济技术创新各项工作齐头并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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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就梦想， 工会助力启航。
2020年度， 顺义区总工会累计评选出
区级职工创新工作室8家； 职工自主
创新成果25个， 其中一等奖5个， 二
等奖8个， 三等奖12个。 目前， 总计
16.3万元的助推资金已发放至有关集
体和个人。

北北京京市市顺顺义义区区社社区区教教育育中中心心““慧慧企企讲讲堂堂””创创新新工工作作室室 北北京京顺鑫卓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新工作室 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护理部创新工作室

北北京京市市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创新工作室

北北京京市市顺义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创新工作室

北北京京市市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创新工作室

助助力力职职工工创创新新
为为梦梦想想插插上上飞飞翔翔的的翅翅膀膀
———顺义区2020年度职工创新工作室、

职工自主创新成果巡礼
北京奥格尼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创新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