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关村科学城书画摄影大赛受职工好评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王远霞） 近日 ， 中关村科学城
企业职工书画摄影大赛优秀作品
巡展在二十一世纪公司圆满收
官。 展览历时两个月， 在中关村
软件园孵化器、 中关村银行等6
家科技企业相继展出， 吸引了众
多职工及书画爱好者驻足欣赏，
受到职工好评。

据了解， 此次中关村科学城

企业职工书画摄影大赛共征集
228名职工的406幅参赛作品。 其
中108幅精心创作的入展优秀作
品主题鲜明、 立志高远、 风格多
样， 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感染
力 ， 充分展现了非公高科技企
业职工昂扬的精神风貌， 既丰富
了职工的精神文化生 活 ， 也 为
企业发展稳步提速增添和谐氛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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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曹静雯） “产业工人是改革的重
要参与者、 积极推动者和直接受
益者。 只有始终围绕产业工人特
点和需求谋划和推进改革， 才能
激发起广大产业工人的主人翁意
识，为改革注入强大动力。”日前，
西城区人大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
席陈振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的进程中， 我们始终坚持改
革是为了产业工人， 改革必须依
靠产业工人， 改革的落脚点也是
为了造福产业工人。 紧紧围绕如
何发挥产业工人队伍主力军作用
这个主线谋篇布局，使得‘产改’
成为了深受广大产业工人欢迎的
民心工程， 凝聚起了他们投身首
都高质量发展的智慧和力量。”

自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
作启动以来， 西城区委就高度重
视， 始终把党的领导体现到工作
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西城区成立

了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协
调小组， 由西城区委副书记担任
组长， 设立西城区推进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西城区总工会。 该区
总工会发挥牵头抓总的作用，主
动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加强协
调联动， 及时调度与推进改革事
项。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
作牵涉面广，参与部门多，是一项
系统性工程。 西城区委始终将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为全局
性、综合性重要任务，这就为‘产
改’ 整体方案的制定与实施提供
了坚强的保障。”陈振海介绍，“坚
持问题导向，勇于改革创新，是西
城‘产改’整体方案的鲜明特色。
在谋划‘产改’时，坚持把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作为科教兴区、 人才
强区、 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支撑
和基础保障， 纳入西城区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这就使得‘产改’工

作的改革导向十分清晰。”
据了解， 为了落实产业工人

的主体地位， 提高产业工人的经
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地位，让产
业工人越来越受尊重， 实现体面
劳动、舒心工作、全面发展，西城
区在“产改”中紧盯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存在的机制性障碍、 结构性
矛盾和政策性问题， 着重加强调
查研究，形成《西城区工会会员职
工需求服务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关于推进西城区非公有制企业
工会组织建设的调研》 等详实的
调研报告，在“产改”中找准症结，
强化对策， 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工
作，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落
实到位。

按照“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
实、素质上提升、权益上维护”的
总体思路，西城区在“产改”工作
中重点改革不适应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要求的体制机制， 在思想引
领、建功立业、素质提升、地位提

高、队伍壮大等领域深入探索，充
分调动起了全区广大产业工人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为实现首
都功能核心区高质量发展发挥了
产业工人队伍的主力军作用。

在推动 “产改” 的工作中，
如何通过改革进一步壮大产业工
人队伍？ 如何进一步加强工会组
织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中的
覆盖面与影响力？ 西城区总工会
在这些新型重大课题中进行了创
新性的探索。 据了解， 西城区工
会按照 “哪里有职工， 哪里就要
建立工会组织” 的工作思路， 积
极探索有效工作抓手， 采取区域
性和行业性并存、 单建和联建并
举的举措， 实现工会组织对非公
经济领域的进一步覆盖。 通过创
新党工共建机制带动深化工会组
建， 以双沟通推动、 精准服务职
工吸引、 评先评优激励等模式，
推动企业建会和职工入会， 先后
建立了金融、 互联网、 人工智能

等区级行业工会联合会。 目前，
西城区百人以上企业建会率达
94.58% ， 工会组织在园区 、 社
区 、 重点商务楼宇覆盖率均达
100%。

陈振海指出， “下一步我们
将继续加强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的宏观指导、 政策协调和组
织推进， 实现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与宏观政策、 产业政策、 就业政
策、 社会政策联动， 打破部门界
限， 形成整体合力， 在持续统筹
推进中凝聚 ‘产改’ 工作合力，
最终使广大产业工人得到更多幸
福感、 获得感、 成就感， 更好地
在服务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中
建功立业。”

西城区围绕产业工人特点和需求谋划推进改革 激发广大产业工人主人翁意识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发
掘先进劳动者典型、 推进职工创
新 、 提升职工技能……一直以
来， 昌平区总工会引领广大职工
树立 “劳动创造幸福” 理念， 在
推动昌平高质量发展中进一步发
挥主力军作用 。 记者近日了解
到， 昌平区总工会在深化职工创
新工作室联盟建设方面， 已成立
7个创新工作室联盟， 截至目前
提出有效建议100余条。

昌平区总工会充分发掘先进
劳动者典型， 去年， 推选出2个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个全国工
人先锋号、 12个首都劳动奖章、

3个首都劳动奖状和5个北京市工
人先锋号。 同时举办了昌平区庆
祝 “五一” 国际劳动节暨先进集
体、 先进个人代表座谈会。

在大力推进职工创新方面，
昌平区总工会积极开展创新工作
室创建， 评选出区级职工创新工
作室17家， 每家给予创新项目助
推经费2万元。 推荐5家市级创新
工作室 、 12项发明专利和 2对
“名师带徒”， 并进行资金助推。
同时， 深化职工创新工作室联盟
建设， 试点成立7个创新工作室
联盟 ， 提出有效建议100余条 ，
解决操作难题70个， 形成了联盟

工作室之间交流互动、 优势互补
的良好局面。

在开展职工技能竞赛、 技能
提升方面， 昌平区总工会举办了
第三届“工匠杯”职业技能（公安
系统）竞赛活动，参赛干警1000余
人。开展读书沙龙6场，素养讲堂2
场， 提高了职工队伍的思想道德
和科学文化素质。 在助推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职业发展方面， 制定
了工作方案，对取得技师、高级技
师、 高级工等职业资格证书的昌
平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进行资金
助推， 鼓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技
能提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赵红蕾） 记者近日从西城区天桥
街道总工会获悉， 本年度送温暖
活动中， 该街道总工会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 共准备了
2000余份温暖礼包， 送到辖区广
大职工手中。

天桥街道总工会线上 “送温
暖”活动在北京工会12351职工服
务平台上开启。本次活动，该街道

总工会共准备了 1200份干果礼
盒， 凡辖区职工均可在活动时间
内预订参加。春节期间，为了让保
洁、保安、环卫工人、货车司机等
保障辖区安全、市容市貌、城市建
设的留京过年职工充分感受到
“娘家人”的关爱，天桥街道总工
会为辖区千余位坚守一线的职工
送上了包含牛奶、洗发露、干果、
方便面等在内的温暖礼包， 让他

们在远离家乡的情况下也能够欢
度佳节。

天桥街道总工会主席韩志杰
表示，冬季送温暖既要有新意，又
要有心意。为此，每年这时候，街
道工会工作人员都会提前谋划，
深入职工了解需求， 多方比较寻
求实惠， 确保送温暖工作真正送
到职工的心坎上， 用实际行动彰
显工会工作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提出有效建议100余条 解决操作难题70个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王小彤） 近日， 北京建工装饰集
团工会组织开展走访慰问系列活
动， 将关怀问候和美好祝福送到
职工群众身边。

活动中 ， 该集团党委副书
记、 工会主席于洪满对公司所属
项目部、 子公司以及生肖兔年的
职工进行了慰问， 把关怀和温暖

送到基层一线。 于洪满表示， 公
司工会将尽全力帮助职工解决实
际困难， 保障公司发展成果惠及
职工， 着力提升职工的生活质量
和幸福指数。 “公司满满的关怀
让我们充满了前行的动力， 今后
将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
工作中， 为公司发展贡献力量。”
职工们表示。

建工装饰工会将贴心关爱送进项目部

近日， 北京公交集团北巴传媒公司机关工会开展职工游艺活动。
职工们通过丢沙包、 飞镖、 套圈等趣味游戏， 感受快乐、 增进交流。

本报记者 盛丽 通讯员 李文汐 任闯 摄影报道

以“产改”凝聚职工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进进行行时时产产改改

天桥街道总工会2000余份礼包送职工

近日， 怀柔区总工会党组书
记樊晓娟带队， 来到联乡帮扶对
象渤海镇庄户村进行走访慰问。
座谈中， 怀柔区总工会一行向村
干部详细了解了村里的情况， 对
今后村里发展建设提出意见建
议， 并给予村里集体经济发展助
推资金。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摄影报道

走访慰问
联乡帮扶村

昌平区总工会成立7个创新工作室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