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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回
家的感觉真好！ ” 刚刚加入工
会、 来自美团外卖延庆站的职
工吴昊感慨地说。近日，延庆区
总工会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群体“欢迎回家”主题活动，外
卖送餐员、保安员、房产中介员
等40余名职工代表参加。

活动现场悬挂着横幅， 摆
放着海报展板， 入会申请书和
移动采集设备齐全， 可现场完
成入会申请 、 信息核实 、 审
批、 办理工会会员卡、 激活等
全流程服务， 职工即时享受就
医免挂号费、 职工互助保障、
二次报销等工会普惠制服务。
活动还为职工代表发放工会会
徽和爱心礼包， 并在 “三街一
镇 ” 持续开展职工沟通见面
会。

延庆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王卫东说， 长期以来，
包括网约送餐员、 快递员、 房
产中介员、 护工护理员、 家政
服务员、 商场信息员、 货车司
机、 保安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群体 ， 立足本职 、 努力工
作， 用智慧、 心血和汗水， 为
延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
贡献， 赢得了全社会的肯定和
好评。 吸纳他们入会可以增强
他们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王卫东表示，今后，延庆区
总工会将立足“两个全覆盖”目
标， 坚持维权与服务 “向前一
步”，多措并举、精准发力，不断
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
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交出冬
奥会服务保障和延庆高质量绿
色发展两张优异答卷。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宝忠 申
国利）日前，北京城建七公司“职
工之家”揭牌启用，打造职工看得
见、用得好的温馨家园。

据城建七公司工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公司“职工之家”是在场
地有限的情况下挤出来的一片小
天地，面积约160多平方米，分为7
个功能区，分别为茶吧、健身区、
台球区、棋牌区、读书区、瑜伽室、
更衣洗漱区， 面积不大但功能齐

全。“职工之家” 建设还得到了公
司全体职工的支持， 其中读书区
的700多册书籍， 涵盖红色书籍、
文学历史、生活常识、工具百科等
书目，全部是职工自愿捐献的。同
时，“职工之家” 的设计灵感和装
饰装修也由公司职工设计、施工，
充分体现了职工之家的 “共建共
享”理念。

城建集团党委常委、 工会主
席徐荣明指出， 城建七公司 “职

工之家” 的建成意义重大， 从方
案的策划到落地实施， 充分体现
了公司党政领导对工会工作的大
力支持和对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
活及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视。 希望
“职工之家” 作为一个重要的文
化阵地， 对外建设成展现公司良
好形象的窗口， 对内建设成为职
工看得见、 用得好的温馨家园，
进一步提升职工的归宿感、 幸福
感和获得感。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为
进一步落实房山区总工会、窦
店镇党委关于推动两新组织工
会建设、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
体服务的相关工作部署， 连日
来， 窦店镇总工会先后深入快
递员、网约送餐员中，连续开展
四场网约送餐员集中入会行动
专场沟通会。

会上， 镇总工会工作人员
统一为快递员、送餐员发放《入
会宝典》《窦店镇总工会服务手

册》 等相关工会宣传材料及宣
传品， 为职工耐心讲解工会的
职能、政策以及各项服务，并指
导大家通过扫描“北京工会 i会
员”申请加入工会。此次活动，
共吸纳33名职工加入工会组
织。据了解，下一步，镇总工会
将进一步深入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群体进行调研， 了解各群体
人员的工作特点和作息时间，
开展多种形式的沟通会， 有针
对性地为职工提供专项服务。

窦店镇工会连开四场网约送餐员专场沟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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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风
班组制作的机器人有两米高，电
气班组的战斗机栩栩如生， 咱们
保温班组的坦克必须大气一点，
配上鲜红的五角星……”近日，中
建二局一公司设备安装分公司中
南片区举办了“建证百年 砥砺奋
进”技术比武劳动竞赛。

来自项目的六个施工班组代
表参加了此次比赛。 比赛分为两
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为三个电气
班组的配电箱压接电缆比拼，每
组队员全力配合，剥皮、压接、串
连一气呵成，全程仅用10分钟。比
赛第二个环节为分组拼装 “大国
重器”，各班组利用项目施工废弃
材料拼装出 “战斗机”“坦克”“机

器人” 等模型，“我们的坦克采用
轻钢做了龙骨， 用橡塑保温包裹
做出造型”“这个机器人采用镀锌
风管拼接而成， 头顶我们特意使

用排气帽。”职工一边制作一边讨
论。 最终一个个精美的作品呈现
眼前。赛后，该分公司工会主席为
一线职工赠送了暖心慰问礼包。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近
日， 延庆区香水园街道总工会
赴首农食中心开展职工沟通见
面会， 广泛吸纳零散就业人员
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加入
工会组织。

此次活动通过“摆摊设点”
和走访商户的形式， 吸纳首农
食中心职工入会。活动中，街道
总工会工作人员为职工耐心讲
解工会知识， 职工认识并了解
到工会的政策和暖心服务后，
申请入会积极性也随之提高，7
名职工通过此次见面会申请加

入工会组织。
据了解， 本次活动共走访

商户9家，现场为首农商场信息
员发放手提袋、宣传手册、折页
等宣传品百余份。

延庆区总工会暖心服务
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回家”

中建二局中南片区开展“建证百年 砥砺奋进”劳动竞赛

北京城建七公司“职工之家”揭牌成立

第七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北京代表队出征仪式举办
18名“技能健儿”代表北京出征“职业技能全运会”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第七届
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将于
10月14日至16日在四川省成都市
举行。10月11日，北京代表队出征
仪式举办， 为即将代表北京出征
的18名参赛选手加油鼓劲。 北京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郑默
杰出席仪式并为北京代表队授
旗。北京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
席王敬东主持仪式。

“我们将遵守大赛竞赛规则，
服从裁判，尊重对手，文明参赛，

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沉着应战，
突破自我，争创佳绩。”仪式上，北
京代表队工业机器人操作调整工
赛项选手王欣代表北京代表队18
名选手庄严宣誓。

据了解，经过多年打造，全国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已成为弘扬工
匠精神、 展示职工风采的国家级
重要赛事， 是全国亿万职工展示
技能的最高舞台。 第七届全国职
工职业技能大赛设置了钳工、焊
工、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工业机

器人操作调整工、 网络与信息安
全管理员、 砌筑工等6个工种。届
时， 北京代表队将与各省 （区、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1支代
表队一道在决赛中展开角逐。根
据赛事安排，获得每个赛项前3名
并符合推荐条件的选手， 将按程
序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据介绍， 北京市总工会高度
重视本次大赛参赛工作， 周密部
署启动了选拔赛， 并从人力 、物
力、经费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确

保选拔赛及集训的针对性、 实效
性，同时以此次大赛为契机，进一
步激发全市职工爱岗敬业、 钻研
技术、攻坚克难、创新超越的工作
热情。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高度重
视， 广泛动员， 积极推荐选手参
赛， 最终共有来自全市近百家企
事业机关单位的284名选手参加
了北京市选拔赛决赛。 在集训过
程中， 借鉴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拔
方式，采取多轮次、赛训结合的方
式优中选优确定各工种北京代表

队选手， 最终18名选手脱颖而出
代表北京参赛。

“冲锋号角已经吹响，我们将
为荣誉而战、为梦想而战，敢于拼
搏，勇于超越，再创辉煌，力争为
北京产业工人争光！”王欣说。

仪式上， 焊工赛项技术指导
王文华代表裁判宣誓。市教委、市
人社局以及航天二院、中建一局、
首钢集团公司、航天三院、北京市
自动化工程学校、 首钢技师学院
相关负责人出席仪式。

香水园街道总工会“摆摊设点”促入会

我为职工办实事———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本报讯 （记者 高铭）10月11
日， 首届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
区职工通用数字技能培训大赛在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
“经开区”）启动。该赛事由中国开
发区协会、 全国新区开发区工会
工作论坛理事会共同主办。 经开
区总工会承办大赛启动仪式。

据悉， 本次大赛是落实人社
部关于 《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工作
方案》 和全国总工会关于开展职
工引领性技能竞赛要求， 旨在提
升职工数字素养和技能， 培养企
业涵养通用数字技能人才， 夯实
企业基层数字技能基础， 培养国
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高质量发
展。大赛以“立足岗位、结合生产
实际；注重行业适用性和通用性；
突出提高职工通用数字综合能
力； 体现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的
发展趋势与要求”为原则，内容主
要涵盖职工通用数字技能、 数字
技能基础理论与应用知识、 数字

技能生产实践三个方面。 赛程分
为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评选出个人、团体等奖项。

“产业高质量发展， 依赖于
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育。” 经开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经开
区总工会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
紧扣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 推动
竞赛落实到企业、 深入到岗位，

促进职工数字技术技能提升， 加
快推进高技能领军人才和工匠、
首席技师、 金牌工人等多层级技
能人才培养机制建设， 构建企业
多层级的大工匠选树培养和名师
带徒 、 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体
系。 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推
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向纵深
发展、 向基层延伸， 助力经开区
高质量发展。 彭程 摄

提高职工通用数字技能 服务“三区”高质量发展
首届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职工通用数字技能培训大赛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