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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家企业２５３名选手参加 首场竞赛聚焦“智慧物业”综合管理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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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法治宣传教育与建会、管会、履职、维权有机结合
全国总工会“八五”普法规划印发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近期，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在工会工作者和职工中开
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
划（2021-2025年 ）》，要求各级工
会组织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工
会普法工作， 推动普法工作守正
创新、提质增效、全面发展。

工会“八五”普法宣传工作的
主要目标是法治宣传教育与建
会、管会、履职、维权等重点工作
有机结合， 工会工作者和职工群
众的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
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显著改
善。 工作重点是适应新就业形态
发展和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需
要， 提升法治素养和加强法治文
化建设。

在突出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
思想，突出宣传宪法、民法典的同
时， 工会将更加深入宣传与职工
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一是
将法治培训纳入基层工会工作者
初任培训、任职培训的必训课程，
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

障， 做好法律法规政策的分析解
读。二是推动实践养成。把提升法
治素养与推进工会工作法治化建
设有机结合， 提高工会干部和职
工的规则意识和权利意识。 三是
充分发挥工会服务阵地法治文化
宣传作用。利用好司机之家、户外
劳动服务站等工会服务站点，加
强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
员、外卖送餐员等群体的普法。四
是鼓励和支持职工创作优秀法治
作品，讲好工会故事，鼓励和支持
反映一线职工生产生活的法治文

艺作品创作。
未来五年， 工会还将着力提

高普法针对性实效性。 在参与立
法、 法律监督和法律服务过程中
开展实时普法。 抓住《工会法》修
改契机， 下大力气做好学习宣传
工作，推动《工会法》深入贯彻实
施。加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力度，
对于职工权益受到损害的问题敢
于发声亮剑。 充分运用社会力量
深化工会普法， 发挥中国职工发
展基金会和各级律师协会等公益
性社会组织优势。 内化互联网思

维和全媒体视角， 运用新技术新
媒体开展精准普法。 建设全国工
会普法资源库， 实现法治宣传教
育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和共享。

“七五”期间，全总和司法部、
全国律协联合开展“尊法守法·携
手筑梦” 服务农民工法治宣传和
公益法律服务行动， 全国工会系
统共组织2.7万名社会律师开展
公益法律服务3.5万场（次），直接
服务职工超过2300万人次， 办理
法律援助案件7.1万件，为职工挽
回经济损失约2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9月
13日，主题为“弘工匠精神，创朝
阳品牌” 的朝阳区第一届物业管
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启动仪式在日
坛宾馆举行，全区67家企业的253
名选手报名参加， 标志着第二届
“朝阳工匠”选树活动启动。

本次竞赛由朝阳区总工会、
区房屋管理局、 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联合举办。 竞赛内容包
括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
两部分。 其中理论考试内容涵盖
国家和北京市物业管理政策法规
及服务标准、 朝阳区物业管理相
关政策及管理办法、 物业管理实
务、 不同业态物业管理的技术技

能和标准化相关内容。 实操考核
包括案例分析、 实操知识抢答和
个人主题演讲三种形式， 其中实
操知识抢答和个人主题演讲考核
为现场实地比赛， 其他考核为闭
卷考试形式。 竞赛设个人奖和团
体奖， 其中获得竞赛个人一等奖
的选手，经朝阳区总工会核准后，
将授予“朝阳工匠”荣誉称号。

朝阳区总工会党组常务副书
记、常务副主席姬文革表示，区总
工会将此次竞赛确定为第二届
“朝阳工匠” 选树活动的首场竞
赛，不仅是聚焦朝阳“智慧物业”
综合管理服务体系建设， 更是为
了提升朝阳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 提升朝阳物业人的综合素质
和服务水平，形成你追我赶、奋发
向上良好工作氛围的激励举措。

朝阳区房屋管理局党委书
记、局长吴熙盛表示，本次物业管
理职业技能竞赛也是朝阳区在推
进朝阳“五个物业”，推进“品牌物
业” 建设系列工作框架下的重要
举措，是对党建引领物业管理，不
断创新改革的深化探索， 也是关
于“十四五”规划中，加快发展服
务业标准化、 品牌化建设的生动
实践。下一步，朝阳区将继续深化
“品牌物业”内涵，打造具有优选
人才、优秀项目、优质企业的系列
“品牌”体系。

中关村科学城“工匠精神”研讨活动聚焦创新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王远霞）与传统产业相比，科技企
业职工的劳动与创造该如何理
解？与制造业、生产型企业相比，
科技企业职工有没有工匠精神？
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的工会路径
是怎样的？日前，在第二届“智汇·
海淀”人才主题周暨创新论坛上，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专家、 中关村
科学城“创新工匠”称号获得者和
优秀论文作者围绕创新工匠人文
土壤、 实践逻辑和培育路径进行
了一场深入对话， 至此中关村科
学城第二届“工匠精神”系列研讨
活动圆满收官。

据悉，自2016年起，中关村科
学城“工匠精神”研讨系列活动用
6年时间，举办了两届系列研讨活
动、两次论文征集、两次“创新工

匠”评选，共征集到170余篇作品，
15人获得“创新工匠”称号。

“培养创新工匠，需要厚培土
壤， 这样科技人才和创新成果才
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北京佳讯飞
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冯军介绍，
企业坚持每年拿出超10%的总营
收投入到研发中。 例如机房巡检
机器人就是在佳讯飞鸿的创新大
赛中诞生的， 并已在铁路系统机
房中投入使用。其实，这款产品本
不在研发任务内， 只因创新大赛
鼓励“业余”兴趣、鼓励试错容错、
鼓励跨团队“组队”，才成为可能。

来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专
家们一致认为，“创新工匠” 精神
是赓续中关村精神的具体体现，
“创新工匠”是科技自立自强的优
秀代表。同时表示，研讨活动已成

为职工在更宽领域、 更新视角上
认识工会职能的重要窗口， 成为
工会在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上助
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中关村科学城总工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 “工匠精神” 系列研
讨活动是充分展现科学城人才风
采的具体行动， 是全力打造人才
生态体系的有效路径， 是持续完
善党建引领服务科技格局的生动
实践。 打造高层次创新人才梯队
是传承 “创新工匠” 精神、 赋能
科学城创新发展、 助力海淀 “创
新雨林” 生态体系建设的有力支
撑。 今后， 科学城总工会将继续
坚持因需制宜 、 因地制宜的评
选、 举荐、 宣传优秀科技人才，
激励促进更多优秀人才在创新实
践中脱颖而出。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为
大力推动网约送餐员等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群体加入工会组织， 不
断扩大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的覆
盖面， 近日， 门头沟区总工会、
大峪街道总工会、 龙泉镇总工会
联合北京银行来到育园小学附属
幼儿园旁边美团晨会的小广场，
面向美团网约送餐员， 开展职工
专场沟通会。

沟通会现场， 工会工作人员
介绍了针对 “八大群体” 劳动者
免费赠送的专项职工互助保障以
及工会开展的服务职工活动。 现
场指导外卖小哥扫描微信小程序
“北京工会i会员” 二维码等方式
申请入会。 活动共发放 “入会宝
典” 宣传材料50余份， 发展会员
27名， 北京银行工作人员现场为

网约送餐员办理了工会会员互助
服务卡。

门头沟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沟通会，让网约送餐员
感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工会组织
的关爱，增强了入会意愿，扩大了
工会组织的影响力。据了解，全区
各街道（镇）总工会及石龙经济开
发区总工会也积极行动起来，在
网约送餐员、 快递员群体较集中
的商业圈、超市、社区等地点摆摊
设点，开展专项职工沟通会，广泛
吸引网约送餐员、 快递员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 目
前，全区已开展面向网约送餐员、
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场
职工沟通会7场， 吸纳网约送餐
员、 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43人加入工会组织。

陶然亭专场职工沟通会服务网约送餐员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发放宣

传资料、讲解入会福利、赠送纪念
品……近日，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
在网约送餐员集中区域开展专场
职工沟通会。

据悉， 为了推进服务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群体， 广泛吸纳网约
送餐员入会，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
组织开展了此次专场职工沟通
会。 沟通会选在了黑窑厂社区南
城香周边， 送餐员相对集中的地
方。活动中，陶然亭街道工会服务
站工作人员， 耐心细致的介绍了

工会组织的作用， 以及能为网约
送餐员群体带来的保障和福利。
被活动氛围感染的外卖小哥纷纷
拿出手机积极扫码入会。 沟通会
现场发放了宣传资料30余份，其
中15人有入会意向， 现场进行扫
码；5位填写资料的送餐员成功入
会，并获赠纪念品。陶然亭街道总
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街道总工
会将继续采取精准、 有效的沟通
方式， 进一步扎实推进网约送餐
员集中入会工作， 保障他们的权
益，贴心为他们服务。

平谷镇总工会开展宅急送职工沟通会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平谷镇总工会到宅急送平
谷营业厅开展职工沟通会， 向该
营业厅职工讲解工会知识和入会
后享受的服务。

据了解， 由于快递职工的工
作性质， 无法集中办理入会， 镇
总工会专职社工通过 “北京工会
i会员 ” 微信小程序指导营业厅
负责人现场申请入会， 并将入会
流程进行详细讲解， 随后再由营
业厅负责人在职工方便的时候指
导其扫码入会。

沟通会现场吸纳3名职工入

会。 据悉， 平谷镇总工会将持续
跟进其余职工的入会工作， 确保
将工会政策和服务第一时间传递
给每一名职工。

门头沟专场沟通会推动网约送餐员入会

华灯班职工
增添“清凉”新装备

我为职工办实事———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近日， 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
为北京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华灯班
职工送来了一份特别的 “礼物”
———央企熠星创新创意大赛孵化
成果 “仿生降温服”， 让华灯班
职工们感受到科技带来的 “清
凉” 体验。

本报记者 邱勇
通讯员 魏少彬 摄影报道

第二届“朝阳工匠”选树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