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墨线苏
式彩画、房屋明间剖面图绘制、墩
接木柱、五扒皮砖加工……4月28
日， 由西城区总工会与西城区
文 化 和 旅 游局联合主办的2021
年“大都工匠 ”文物古建修缮技
能 技 艺 大赛决赛在位于景山后
街的庆云寺举办 ，12位来 自 文
物古建修缮行业的 “能工巧匠”
现场比技艺、展风采。

2021年文物古建修缮技能技
艺大赛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以中
轴线申遗为主线， 以传承非遗技
艺为重点， 先后举办了匠人文化
展、文物修复、文物古建修缮技能
大赛。在文物修缮技能大赛中，百
余名职工围绕木工、瓦工、彩绘、
制图4个项目进行了初赛。经专家
评审，4个项目共12名匠人脱颖而

出。 决赛上， 匠人们根据统一命
题，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比赛内
容。评委对他们的操作规范、现场
表现、实地测量等进行专业评分。

此外， 西城区结合 “红墙先
锋在行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
动， 邀请西城百名职工代表， 通
过云端视频， “走进” 了庆云寺
会场的文物古建修缮工地， 远程
参与互动。

今年，西城区将着力推出并
持续打造 “我在中轴修文物”老
城保护品牌， 此次技能大赛的获
奖工匠将被聘为西城区文物修缮
专家团成员， 在今后中轴线申遗
等文物修缮工程中发挥应有作
用。

据介绍， 西城区今年将启动
文物修缮工程16个， 主要分布在

中轴线西翼和大运河文化带西城
区域。在这些修缮工程中，将适时
推出文物修缮现场 “云直播”，让
广大网友近距离观看文物修缮过
程。同时，邀请关心关注文物保护
的职工群众和文物爱好者 “走进
修缮现场”， 聆听文物修缮故事，
在“家门口”参与文物保护，感受
文物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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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运历史 思奋斗初心 强时代责任 聚奋进力量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28
日，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有效
衔接乡村振兴暨国企+工会消费
帮扶月” 活动在北京市消费帮扶
双创中心举办 。 活动由市国资
委、 市总工会、 市扶贫支援办、
市商务局和丰台区政府主办， 首
农食品集团、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
行承办。

此次活动以 “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为主
线，以消费帮扶为切入点，重点推
介了北京市支援合作的内蒙古、
西藏拉萨、新疆和田、青海玉树、
河北、湖北、河南等地区的特色产
品。 首农食品集团、 地铁公司、
环卫集团 、 公交集团 、 北汽集
团、 北京银行、 北控集团、 京能
集团等8家市管国有企业代表与
北京市消费帮扶双创中心签订了

《消费帮扶产品采购协议》。
在活动现场， 新媒体助阵消

费帮扶 ， 实现线上线下互联互
通， 北京市消费帮扶双创中心
“爱 心 购 ” 抖 音 账 号同步直播
现场活动 ， 与线上 网 友 互 动 ，
推广北京市支援合作地区的帮
扶产品。

据介绍， 双创中心搭建了帮
扶产品 “365天永不落幕” 的线
上线下展示展销平台， 带动全市
帮扶产品销售达220亿元， 使双
创中心成为了 “千乡万户小商
品” 与 “首都消费大市场” 的重
要桥梁。 下一步首农食品集团将
致力于 “五带动” 精准帮扶新模
式和 “消费帮扶+菜篮子” 新平
台紧密结合， 优化工作机制， 强
化市场引领、 产业带领和品牌培
育工作。

同同心心接接力力绣绣党党旗旗活活动动走走进进中中化化学学路路桥桥公公司司
29日上午，由北京市总工会主办的“首都职工心向党 同心接力绣

党旗”活动走进中化学路桥公司总部。活动现场，全体党员高举右手，面
对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
中，职工代表和劳动模范代表纷纷在长10米、宽6.7米的党旗上绣下自
己的一针。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本市“国企+工会消费帮扶月”活动启动

市政协工会界委员开展“五一”团结联谊活动

市总工会开展线上就业服务系列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为持续

做好稳就业促就业工作， 本市于
日前启动了以“职在民企，就有未
来”为主题的“2021年民营企业招
聘月”活动。在活动期间，市总工
会将联手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FESCO），开展线上就
业服务系列活动。

线上就业服务系列活动将从
5月8日持续至21日， 服务对象以

民营企业、 中小微企业为重点，
同时面向各类用人单位， 以高校
毕业生、 退役军人、脱贫劳动力、
登记失业人员和本市农村劳动
力、 企业分流职工、 农民工为重
点， 面向各类
求职人员。

求职者可
通过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学
工运历史、 思奋斗初心， 强时代
责任、 聚奋进力量。” 昨天， 市
政协工会界委员开展 “五一” 国
际劳动节团结联谊活动。 市政协
工会界委员， 全国和北京市劳动
模范代表， 北京大工匠代表来到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 共同学习工
运历史， 缅怀革命先烈， 在感悟
初心与使命中凝聚起奋进新时代
的强大力量。 市政协主席吉林参
加。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是长辛店
二七大罢工和工人运动的纪念
地。 活动中， 委员和劳模工匠代

表跟随馆长的讲解观看 “北方的
红星———长辛店与中国工人运
动” 展览， 对工人运动的历史有
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随后， 大家
来到二七烈士陵园， 聆听先烈事
迹， 为烈士墓敬献鲜花， 表达对
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 。 座谈会
上， 劳模工匠代表与委员们深入
交流， 谈参观感受， 围绕发挥工
会组织优势进一步服务首都经济
社会发展发表意见建议。

国家电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
产业单位带电作业班班长王月鹏
表示： “作为一名全国劳模和首
届北京大工匠， 我对工会给职工

搭平台展风采、 促技能助提升深
有体会。 我将继续守住初心， 秉
承匠心， 担负使命， 充分利用自
身优势， 将劳模精神和首都电力
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市政协委员、 北京基业达电
器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市总工
会兼职副主席刘军在座谈中表
示， 作为一名工会界别的政协委
员 ， 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
时， 也要履好职， 做好一线职工
的代言人， 为一线职工多办他们
需要办的事。

吉林在讲话中指出， 工会界
别建设亮点突出、 特色鲜明， 履

职成果显著。 此次活动从主题到
安排都做了精心设计， 是一次生
动的党史学习教育。 要总结推广
工会界别活动经验， 通过更多丰
富多彩的活动， 进一步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 密切联系职工群众，
广泛凝聚共识。 希望工会界别委
员继续立足界别特点， 强化责任
担当， 积极反映职工呼声， 维护

职工权益， 服务首都新发展。 劳
模精神是创造民族辉煌的重要力
量和推动民族继续向前发展的精
神支柱， 各行各业都应该弘扬劳
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市政协机关干部更要发扬这种精
神， 兢兢业业、 精益求精为委员
履职创造条件、 做好服务， 推动
政协工作再上新台阶。

西城12名“能工巧匠”比拼文物古建修缮

全总为北京市两个全国先进女职工集体揭牌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在 “五

一” 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4月29
日上午，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部
长李艳清一行先后来到东城区人
力社保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为
北京市获得“全国五一巾帼奖状”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的两个先
进集体揭牌。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
成员、副主席赵丽君陪同。

据了解，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广
大女职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更好发挥 “半

边天”作用，全总每两年评选表彰
一次全国先进女职工集体和个
人。今年，北京市有1个集体荣获
“全国五一巾帼奖状”，12个集体
荣获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１２
名个人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称号。

在东城区人社局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 李艳清一行实地查看
仲裁院“三期”女职工绿色通道、
仲裁庭等服务设施， 听取了女职
工权益争议审理庭的创新举措与
工作方法。在市职工服务中心，先
后参观了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

中心、12351职工服务热线、 劳模
展、职工发展心理体验示范中心，
并听取了有关工作汇报。

近年来， 北京市总工会女职
工委员会紧紧围绕女职工权益维
护新变化、 新需求、 新形势， 多
措并举做实做细工会女职工维权
工作 。 在聚焦女职工诉求新变
化， 不断加大源头参与力度； 回
应女职工维权新需求， 推动专项
集体合同扩面、 提质、 增效； 顺
应女职工维权新形势， 打造女职
工普法维权工作品牌等方面取得
了成绩。

今年北京12个集体获评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 １２名个人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29
日 ，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 施行一周年之际， 中国海员
建设工会、 住建部人事司、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劳动保障监察
局、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建
筑工会、 中建集团等有关部门，
走进中建一局承建的北京城市副
中心二期160项目， 举办了 “工
会送法律送服务进工地暨贯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主
题宣传活动”， 并在 “五一” 节
前慰问一线工程建设者。

现场， 职工逐一领取 “农民
工维权服务手册” 口袋书， 聆听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解
读 ， 并向专业法律机构专家提
问 。 中建一局北京城市副中心
160项目党支部书记、 项目经理
刘春峰与专业法律机构签订法律
援助协议。

中建一局党委书 记 、 董 事
长罗世威在活动现场致辞中表
示， 今年， 全局将全力落实全国
总工会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提升年 ” 要求 ， 以项目部为单
位， 开展以一次维权教育、 一次
体验式安全教育、 一次党史学习
教育、 一项职业技能提升、 一项
新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的 “五个

一 ” 活动 ，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走
深走实。

刘春峰介绍， 项目自2020年
12月开工建设以来， 把落实工资
代发制度放在首位， 第一时间给
农民工建立专用账户、 统一办理
工资卡， 同时启动农民工工资支
付应急保障金， 确保农民工工资
应发尽发 ， 目前项目已累计为
286名农民工代发工资138万元 。
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项目
将专设法律援助长期联系点， 随
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 切实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发放“农民工维权服务手册” 解读《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工会送法进工地主题宣传走进城市副中心

重点推介北京市支援合作地区帮扶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