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9日下午，北京公交集团
工会开展了“公交职工心向党 同
心接力绣党旗”启动仪式，来自集
团公司生产运营一线各岗位中的
100名先进典型代表，通过重温入
党誓词、共唱经典红歌、接力绣党
旗、书写寄语祝福等形式，重温红
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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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晶） 示范点
汇报项目内容、培训规模、设计思
路，专家一对一点评，指出不足，
给出建设性意见。近日，市总工会
职工大学开展2021年首都职工教
育培训示范点特色教育培训项目
评审， 通过强化对特色培训项目
的全过程管理和引导， 推进与示
范点共研培训的模式机制， 力争
孵化和培育一批特色培训项目和
精品课程。

“既然基础理论知识都是固
定的，建议可以录成线上课程，这
样既能节省培训预算， 又能提高
培训效率。” 在为期6天的项目评
审过程中， 各示范点负责人轮番
登台， 对各自的特色教育培训方
案进行陈述，随后，专家结合示范
点申报材料和现场陈述， 逐一给
出具体可行的指导意见。

记者在现场看到， 评审以分
组的形式开展， 每组的专家都由
相关行业专家、 培训管理专家和
校内业务部门人员组成， 分别从
专业领域、 教学方式及具体落实
等角度给出相应的意见。 参与评
审的示范点负责人表示， 专家的
点评给了他们很大启发， 回去后
会结合实际情况， 对培训项目进
行优化，同时，参与评审的过程，
也让他们获得了横向学习的机
会， 通过聆听其他单位的培训项
目开展情况，可以取长补短。

据了解，2020年，市总工会职
工大学在企业、院校、培训机构和
行业协会等各类机构中， 创建了
98个首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点，
支持示范点开展特色教育培训项
目近百场， 引导和支持教师、专

家、劳模、工匠等各类师资和行业
骨干650余人，参与企业、地区和
行业职工教育培训 ， 培训职工
5200余人， 初步建立了工会广泛
联系教育培训机构和各类师资的
机制，在服务职工、服务企业、服
务社会上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今年， 为夯实示范点的运行
基础， 建强示范点教学团队和提
升教学服务能力， 形成多主体协
同的职工教育培训体系， 市总工
会于3月份启动了2021年示范点
特色教育培训项目申报工作。此
次举办项目方案评审会，旨在“以
评促建”，从源头紧抓培训项目质
量， 强化特色教育培训项目的管
理和引导， 落实打造职工教育培
训“示范班”，建设精品示范课。

市总工会职工大学相关负责
人介绍，下一步，将按照《北京市
总工会关于加强首都职工技能人
才培训的实施意见》 要求， 构建
“开放协同、产教融合、共建共享”
的首都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综合体
系。目前，职大正推进职工匠师培
养与发展工作， 征集高素质高技
能职工匠师， 鼓励经赋能的职工
匠师在企业中参与教学培训，为
首都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人民好医生”“为抗
疫提供‘武器和弹药’的新冠病毒
试剂研发团队”“奋战在平凡岗位
上的‘英雄’”……近日，大兴区庆
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先进表彰
大会举行， 表彰在全区发展改革
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先
进工作者和模范集体。 大兴区四
套班子、全区各工委、各单位、各
镇、街道领导干部、先进代表和职
工代表等200余人参加。

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在致辞
中表示，过去的一年，全区广大干
部职工共同努力， 实现了经济社
会发展稳步回升， 凝聚起团结奋
战、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唱响了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时代强音。此
次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是
全区广大劳动群众和劳动者的杰
出代表， 有产业工人， 有白衣天
使，有基层干部，有科技人才，有
一线职工，有行业精英。大家立足
本职、埋头苦干、忘我工作、无私
奉献， 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创造
了不平凡的业绩。

本次大会对2020年大兴区全
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
北京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模范集体代表、 北京市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和2021年全国工人先锋
号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首都
劳动奖状、北京市工人先锋号、首

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和集体进行了
隆重表彰。

2020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日
渐严峻， 大兴区人民医院被确定
为区域内唯一一家定点救治单
位，作为院长，马秀华带领医院职
工抢抓第一时间，守住第一防线，
疫情期间大兴区人民医院医务人
员“零”感染，阳性病人“零”漏诊，
急诊手术和限期手术“零”延误，
为疫情防控筑起坚强保障。

“回顾30多年的健康工作历
程，我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尽心
尽力、 踏踏实实地做了自己应该
做的工作。 能为群众提供健康服
务，这是我最大的荣幸。”马秀华
说。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近
日， 密云区总工会举办专题党史
学习教育宣讲会， 邀请首都职工
志愿密云区“水库精神”劳模宣讲
团成员，讲述建水库、保水源的动
人故事。

据了解， 为发挥职工志愿服
务力量， 深入挖掘和传承先辈红
色基因， 首都职工志愿服务运行
中心特组建首都职工志愿密云区
“水库精神”劳模宣讲团，引领带
动更多的职工志愿者成为生态环
境保护的关注者、监督者、践行者
和推动者。

“此次宣讲活动特邀请密云
水库执法管理处水政监察大队中
队长方军、 密云水库建库60周年
主题展览讲解员冯芳铭进行了主
题宣讲， 他们分别分享了在守护
密云水库、 建设密云水库过程中
的动人故事。”据密云区总工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 宣讲人方军在保
水过程中不给涉水违法犯罪行为
一丝可乘之机， 常年与队员奋战
在保水执法第一线。 讲解员冯芳
铭则以密云水库60年的光辉历程
为主线，通过历史文字、图片、展
品等形式， 引领大家回顾60年来

密云水库建设、守护的光辉历程。
密云区总工会全体机关干部

参加此次宣讲会， 聆听宣讲后表
示， 要向水库的建设者和守护者
致敬，将以密云水库精神为引领，
积极参与到保护水源、 保护生态
环境的行列当中，共同担负起“保
水 、护山 、守规 、兴城 ”的神圣使
命，努力当好密云职工“娘家人”。

据悉， 宣讲活动还将通过线
上视频宣讲、线上推文宣讲、线下
巡回宣讲、 线下实地宣讲等形式
相继开展， 让越来越多的人感悟
和学习“水库精神”。

市总工会职工大学与示范点共抓高质量培训

密云区总工会举办弘扬水库精神主题党史学习宣讲会

大兴区庆祝“五一”先进表彰大会唱响劳动光荣

““飞飞享享””五五一一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石景山游乐园飞越中国馆诚邀石景

山区、丰台区等各行业劳模，体验观看飞览天下2021年4月最新上映的
影片《飞越清明上河图》以及明星项目《飞越中国》。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劳模宣讲团讲述建水库保水源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4月30
日， 首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暨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推进会在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召开。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
落实 《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方案》 和全国推进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工作经验交流会议
精神， 总结首都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工作特别是在职工创新工
作室建设方面的典型经验， 对下
一步改革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部
署 。 市委常委 、 市委组织部部
长，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总
工会主席魏小东出席会议并讲
话。

魏小东表示， 要提高政治站
位， 进一步增强推进首都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的责任感使命感
紧迫感。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
论述的精神实质， 增强 “四个意
识 ”、 坚定 “四个自信 ”、 做到
“两个维护”，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自觉以更大的力度、 更实的举措
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在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推动首
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更好发挥主
力军作用。

魏小东指出， 要抓牢改革重
点， 努力建设一支符合首都 “高
精尖 ” 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大
军 。 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 ， 加强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引
领。 围绕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
拓展职工建功立业平台。 着眼促
进全面发展， 完善职工技能提升
体系。 突出强化创新能力， 激发
职工创造活力。

魏小东强调， 要加强组织领
导， 确保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走深走实。 充分发挥北京市推进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协调小组
作用， 推动形成上下联动、 左右
互动、 整体推动的良好局面。 坚
持党建引领， 提高产业工人、 技
能人才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强化宣传引导， 推动形成尊重产
业工人、 崇尚技能创造的社会共
识， 更好地凝聚起推动首都新发
展的磅礴力量。

会上， 播放了 《凝聚职工创
新力量， 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
视频短片，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工
会 、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
会， 以及职工创新工作室领军
人北京建工集团主任工程师陶
建伟、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首席
研究员苗建印作了经验交流发

言 。 现场还为2020年度 优 秀 职
工创新工作室 、 优秀职工创新
成果授牌。

职工创新工作室是以行业或
企事业单位中具有专业特长的劳
模或高技能人才为领军人， 带领
职工进行技术攻关的创新实体。
近年来， 市总工会把职工创新工
作室建设工作作为凝聚职工创新
力量、 提升首都职工技能素质、
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
要抓手和有力支撑， 推出了工作
室认定、 年度创新项目、 职工发
明专利、 名师带徒、 职工自主创
新成果评选等助推服务， 去年还
出台 《关于进一步深化北京市职
工创新工作室工作的意见》， 扎
实推动创新工作室在质量和规模
上稳步提升， 为首都高质量发展
添砖加瓦。

目前， 全市共有市级以上职
工创新工作室683家。 其中 ， 市
级示范性创新工作室257家 ， 市
级职工创新工作室426家。 这当
中有11家被评为全国示范性劳模
创新工作室。 2020年， 市总工会
抽样调查了1633家各级职工创新
工作室， 结果显示1633家工作室
从成立至2020年8月创新成果数
量累计达到30597项 ， 完成成果
转化14663项 ， 创造经济收益达
到1772.21亿元。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
主席郑默杰主持会议。 中华全国
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副部长
姜文良 ， 市总工会领导班子成
员， 市级优秀职工创新工作室领
军人代表， 各市级产业工会， 各
区和局、 集团、 公司工会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首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暨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推进会召开， 魏小东强调———

建设高素质劳动者大军 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
全市共有市级以上职工创新工作室68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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