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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定发展目标 夺取双胜利

■劳动报记者裴龙翔

中交三航局2020-2021年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方案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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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 “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 ，
也是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

公司改革延伸和管理重心下沉

的关键之年 。
今年以来，三航局持续发挥工

会组织优势 ， 全面激发公司职
工的劳动热情 、 创新活力和创
造潜能 ， 广泛深入开展形式多
样 、 富有三航特色的劳动和技
能竞赛 ， 团结动员三航职工为
推进上海 “五个中心 ”建设和建
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

企业再做新贡献 。

融入国家部署
聚焦崇明建设

三航局工会积极融入国家发

展部署， 以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为契机， 积极组织投入到市总
工会等八委办局组织的崇明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引领性劳动和技能

竞赛之中， 高质量推进崇明花博
会水系整治项目建设。

承建国家级工程 ， 工艺 、质
量和效率都有了新的更高挑战 。
三航局工会发动全体项目职工

紧紧咬住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

工作目标 ， 牢固树立全生态理
念 ，推进 “三强化 ”原则 （强化安
全交底、强化“三检查”、强化“到
岗到位 ”）制度建设 ，按照 “聚力
绿色发展 建功生态崇明” 崇明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引领性劳动

和技能竞赛要求 ，开展 “六比六
赛 ”活动 ，打造绿化 、高效 、廉洁
工程。

项目推进过程中， 局工会还
提出以争创上海市文明工地为目

标，同步争创省市级优质工程奖、
上海市优质工程金钢奖、 园林绿
化优质金奖等荣誉， 高质量推进
工程建设，为 2021 年花博会的圆
满举办作出贡献。

六杯六赛
营造浓厚竞赛氛围

疫情加剧了企业生产经营

的难度 ， 三航局工会为此针对
性地提出开展 “六杯六赛 ”重点
工程立功竞赛活动 ， 将疫情防
控与确保重大国家战略 、 重大

工程有序推进紧密结合起来 ，
纵向到一线 ，横向到海外 ，根据
赛区特色 ， 项目特点高标准规
划 、高质量实施 ，精细化考核 ，
确保竞赛目标的顺利达成，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

“六杯六赛”具体指三航局工
会在主题为“凝心聚力抓落实 奋
力夺取双胜利”2020 年重点工程
立功竞赛活动中所推出的六个细

分项目———赛疫情防控、 复工复
产，争创“奋进杯”；赛项目管理、
工程质量，争创“品质杯”；赛工程
优质、干部优秀，争创“双优杯”；
赛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争创“创
新杯”；赛团结协作、和谐共进，争
创“联建杯”；赛文明施工、现场管
理，争创“文明杯”。

值得一提的是， 在 “六杯六
赛”之外，三航局工会特别在通知
中强调组织开展“安康杯”专项竞
赛活动， 要求各基层单位和项目
部通过竞赛活动， 不断完善企业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和考核机制建

设， 充分发挥工会劳动保护监督
检查组织的网络优势， 强化安全

生产现场管理。

以赛促练
创新人才培育机制

做工程，栋梁之材最为难得。
三航局工会立足企业长远发展 ，
提出以劳动和技能竞赛为平台 ，
深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通过“五位一体”的人才培育
机制， 实现职工思想素质和技能
水平“双提升”。

三航局工会将进一步着力构

建多层次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

体系 ， 助推企业职工的技能提
升 。 在总结公司开展 30 余年的
职工技能比武大赛经验的基础

上，三航局工会将继续组织开展
各类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 ，并派
送优秀选手参加集团等更高层

次的相关比赛，并通过以赛促练
的形式， 建立一批高素质工匠 、
技师队伍 、创建一批具有行业知
名度和影响力的劳模 （工匠 ）创
新工作室，推出一批合理化建议
创新成果。

本报讯（劳动报记者 张锐
杰 摄影 贡俊祺） 昨日，国网上
海市电力公司工会与劳动报社

签订 2020 年度战略合作协议。
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劳动报
社社长桂晓燕， 国网上海市电
力公司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娄
为， 劳动报社总编辑王厚富等
出席签约仪式。

长期以来, 劳动报社与国
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工会保持

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 此次合
作协议的签订 ， 将进一步深
化双方之间在更广泛领域的

合作 。 根据双方签订的战略
合作协议 ， 双方将围绕大局
工作 ， 在宣传策划等方面展
开深度合作 。 双方将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 ，实现资源共享 ，
在做好全方位合作的过程中

相互促进 ，推动双方工作质量
和影响力共同提升。

签约仪式上， 王厚富介绍
了劳动报社企业文化和融媒体

改革情况， 特别是在报社当前
组织架构、 传播平台等方面进
行了详细的介绍。随后，向国网
上海市电力公司工会一行展示

了劳动报社融媒体指挥中心的

各项功能。
娄为感谢了劳动报社对国

网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宣传工作

的支持，他表示，双方长期保持
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劳动报作
为工人阶级的宣传阵地， 多年
来为职工、 工会提供了优质的
贴心服务。 通过战略合作协议
的签订， 他希望能够结合电力
公司的实际情况， 在拓宽信息
渠道、 提供智库型服务等方面
展开合作， 进一步深化双方宣
传业务之外的交流， 提升国网
上海市电力公司工会在服务职

工、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等方面

的工作质量。
桂晓燕对于国网上海市电

力公司工会对劳动报社发展的

支持表示了肯定， 也对双方即
将展开的新合作表示祝贺。 她
指出， 双方的合作基础十分扎
实，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
为双方全新的合作提供了新的

方向。自劳动报社改革以来，宣
传平台、 手段和渠道更加多样
化，以此为基础，双方将在劳模
工匠、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等方
面做好对工会和职工的宣传报

道。同时，她希望双方的合作能
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 使双方
通过合作获得更大的促进与发

展， 也希望诸如电力等合作的
工会为报社的发展给予建议，
助力报社更深层次的改革，为
劳动报社与区总工会及大口产

业局工会的战略合作提供建

议。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庄从周） 昨天下午， 一场名为
“岗位建新功， 创享新时代”的
文旅行业职工技能主题交流暨

“爱青浦，游青浦 ”职工旅游活
动在全国生态文明村青浦区金

泽镇莲湖村举行。 活动现场公
布了六大旅游线路， 同时积极
推动文旅行业职工技能比武 ，
重振行业信心。

活动现场， 青浦区总工会
联合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有限
责任公司工会、东浩兰生(集团)
有限公司工会等单位的劳模工

匠代表， 面向文旅行业职工等
发出《凝心聚力进博会，我们时
刻准备着 》倡议书 ，发布 “爱青
浦，游青浦 ”职工旅游线路 ，共
同打造红色文化旅游、 进博会
旅游、江南水乡旅游、田园生态
旅游等， 不断提振文旅消费信
心，助力文旅行业复工复产。

值得一提的是， 昨天现场
还举行了一场特殊的 “技能比
武”。 来自金泽镇、朱家角镇、练
塘镇、 重固镇等景区金牌讲解
员演示技能， 对古镇景区进行
推荐宣传。

青浦区总发布职工旅游线路

浦东职工电竞大赛决出“王者”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李轶

捷) 比手速、比反应，持续了近
一个月的 2020 年浦东新区职
工“四季彩虹”系列赛事之第二
届“陆家嘴金融城杯”职工电竞
大赛落下帷幕，128 支队伍近千
人经过层层角逐， 于日前决出
高下。

电竞是一个年轻的行业 ，
受到一批年轻职工的拥护 。
2019 年 8 月 3 日， 浦东新区发
布电竞产业 7 项扶持政策 ，扶
持电竞企业、电竞场馆、电竞俱
乐部、电竞运动员等各主体。 赛

事不仅拉近了不同工会之间的

距离， 也在点燃斗志的同时团
结了职工。

本次竞赛项目为 “王者荣
耀”， 采用淘汰赛的方式举行。
经过激烈的角逐， 中国银行上
海市浦东分行工会的烈火雄心

队蝉联冠军， 成为最后的 “王
者”，上海电信浦东局政企中心
工会和祝桥镇工会分获二三

名。 据悉，有了这次尝试，在今
后的比赛组织中， 新区总工会
将积极探索各种办赛形式 ，迎
合职工所需。

徐房集团职工技能比武大赛落幕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裴龙

翔） 水电维修、砌墙贴砖、刨削
木材……昨天，一场 “谁是徐房
工匠”终极较量落下帷幕。历时
两月有余的“徐房集团 2020 年
职工职业技能比武大赛 ”共决
出 6 名单项状元 、2 个优秀团
队 、2 个优秀组织奖和 4 个新
人奖。

记者了解到，夏季高温、台
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频繁，居民
房屋质量问题多发易发，此次职
业技能比武大赛， 旨在以赛促

练， 在业务高峰期来临之前，提
升职工技能水平，更好地保障民
生，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本次大赛报名人数创历年

新高， 报名参加单位也首次实
现全覆盖。 据悉，本次赛事凸显
以“学+训”强内功，为广大职工
技能提升辟新路；以“比+赛”增
动力， 为参赛选手互相借鉴搭
平台；以“赶+超”促效率，为企
业发展挖掘新生力量作储备 ；
以“树+宣”立标兵，为技能人才
学习工匠、争当工匠营氛围。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工会与劳动报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在更广泛领域展开合作

会情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