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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世光

本报通讯员 曹宝丰 伊丽娜

前不久，在一系列国家级、省部级职业技

能竞技中，大庆油田参赛选手着实“火”了一

把。22 块沉甸甸的奖牌，49 张充满自豪的笑

脸，是大庆油田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积

累和沉淀。

伴随《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

案》印发，致力于打造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

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产业工人

队伍，5年来，大庆油田“产改”不断走深走实，

产业工人的成长环境和上升路径不断优化，

众多产业工人进入了成长成才的“快车道”。

9 月 26 日 ，大 庆 油 田 迎 来 63 岁 生

日——1959 年 9 月 26 日，松基 3 井喜获工业

油汽，标志着大庆油田的发现。

今天，大庆油田正扛起“当好标杆旗帜、

建设百年油田”的重大责任，在全心全意依靠

职工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踏上更远的征程。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见效

“班长，我拿到金牌了。”从第四届全国石

油石化专业职业技能竞赛暨中国石油首届技

术技能大赛采油工竞赛获奖归来，第四采油

厂集输女工董章宁在见到班长的那一刻高

声说。

大赛中，她完美诠释了自己“当一名好工

人、做一名好工匠”的志向，靠上万次实操训

练中磨砺的过硬本领，特别是在机械制图比

赛环节中把测绘误差精准控制在 0.5 毫米以

内，成就了她登上全国采油工行业技能竞赛

最高领奖台的工匠梦。

从“技能骨干”到“金牌得主”，董章宁的

成长经历是大庆油田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一

个缩影。

大庆油田拥有产业工人 11.3 万人，占职

工总数的 60.1%，开发建设 60 余年来，正是

“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办企业”的生动实

践，确保了大庆油田基业长青。

如何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大庆油田深入贯彻《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方案》提出的“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

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要求，持续为油

田高质量发展赋能。

思想引领“实”，产业工人听党话跟党

走。大庆油田线上线下相结合，创新开展岗

位“云讲述”，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建队铸

魂，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

领风尚，广大职工群众坚定感党恩、跟党走，

在平凡岗位上立新功。

发展通道“畅”，产业工人全面发展进

步。现在的大庆油田，一个从初级工到技能

大师的 9级成长平台已经形成，一个完善的现

代化员工培训体系已经建立，只要工人自己

想努力、爱学习，成长的通道便一路畅通。

关心关爱“暖”，产业工人增强幸福感荣

耀感。“职工说了算、职工作评判、职工来答

卷”，靠实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统一，汇聚

起最强正能量，画出职工对改革的最大同心

圆。大庆油田心系职工冷暖，为职工解难题、

保健康，促进广大职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让产业工人成为“最亮的星”

技能专家“红工衣”和技术专家“白大褂”

合作，跨系统、跨领域协作共建，让“红工衣”

发展空间和拓展平台更广阔，产出各类成果

500余个。 （下转第 2版）

大庆油田深化“产改”，油田职工在火热的生产实践中建功立业——

共赴产业报国的时代之约

本报记者 李玉波

职工文艺汇演、教师节表彰大会、劳模讲

堂、技能培训……节日有活动，月月有培训，正

在改扩建的内蒙古包头市第一工人文化宫，日

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新成立的艺术中心，会聚

了该市书画领域的艺术家，为广大书画爱好

者搭建了展示才华、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

距包头市 100多公里的鄂尔多斯市工人文

化宫，目前正在试运行阶段，新落成的文化宫占地

30亩，总建筑面积33700平方米，投资2.5亿元。

几天前，普通职工李霞有幸成为鄂尔多

斯市工人文化宫的首批观察者。热衷体育的

她惊喜地发现，工人文化宫建设规划的体育

健身场馆就有 3 层。此外，还有图书馆、美术

摄影培训室、围棋象棋室等多个功能教室。

鄂尔多斯市工人文化宫主任王强对记者

说，秉承公益文化事业方向，建成后的工人文

化宫，将极大地丰富全市职工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成为服务广大职工群众的永久性阵

地，也是职工群众的学校和乐园。

工人文化宫承载几代人的回忆，不少地方

的工人文化宫地处繁华闹市，是地标建筑。在

工人文化宫里学习、休闲、娱乐的经历，成了许

多职工的美好记忆。但不少地方在工人文化

宫建设上走了一些弯路。从零散出租到整体

转让，娱乐中心、餐饮小吃、花草市场……涉及

的项目五花八门，工人文化宫的服务性功能受

到削弱，公益性形象也逐渐模糊。

2014 年，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制定了

《2014—2018 年地方工会职工文化活动阵地

建设规划》，为内蒙古地方工会职工文化活动

阵地建设提供了指导与保障。2018 年，为确

保突出公益性要求，自治区总工会对新建的

职工文化阵地加强管理和监督，并对一些过

去出租的职工文化活动阵地进行清理整顿。

2021年，自治区总工会制定《关于加强新时代

全区职工文化建设实施方案》，要求各级主管

工会建立活动阵地服务绩效考评制度，健全

目标责任制考核机制。 （下转第 2版）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投入上亿元奖补资金建职工文化活动阵地

工人文化宫回归“工”字初心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9 月 22 日，北京市

总工会召开全市工会系统“区级工会加强年”

专项工作部署会，启动“区级工会加强年”专

项工作，利用一年时间，开展区级工会加强年

专项工作，由上级工会领导联系下级工会组

织，实现全市 343 个街道（乡镇）总工会的对

口联系全覆盖，使基层工会建起来、转起来、

活起来、强起来。

专项工作坚持上级工会对口联系指导与

发挥区级工会主体作用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

层创新相结合，促进工会系统人力、财力、物力

等资源向基层倾斜，完成对口联系、调查研究、

解决问题、巩固深化重点任务，推动区级工会

努力实现政治引领强、组织功能强、服务阵地

强、制度机制强、作用发挥强的“五强”目标，把

区级工会建设得更加充满活力，在工会整体工

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部署，市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分别

联系 1~2个区级总工会和 3~5 个街道（乡镇）

总工会，各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分

别联系本地其他街道（乡镇）总工会，实现对

街道（乡镇）总工会的对口联系全覆盖。

专项工作将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基层、深

入职工，围绕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做好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健全完善工会组

织体系、提高职工生活品质、维护劳动领域政治

安全等重点工作，开展扎实有效的调查研究。

“我们将总结推广一批加强区级工会工

作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对区级

工会中具有综合性、普遍性的难点问题，认真

梳理研判，形成对策建议，强化顶层设计，推

动从政策和制度层面加以解决。建立健全对

口联系指导区级工会、街乡工会的长效机制，

推动各级工会牢固树立目标导向为基层、力

量下沉到基层、落实工作靠基层、推动发展强

基层的工作理念，为区级工会、街乡工会和基

层工会提供精准指导和服务，真正使基层工

会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强起来。”北京市

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良说。

北京市总启动“区级工会加强年”专项工作
实现全市 343 个街道（乡镇）总工会的对口联系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 通讯员

徐良）为推进广西全区工会提升职

工生活品质建设（试点）工作，落实

全区各级工会职工服务（困难职工

帮扶）中心赋能增效打造服务职工

综合体和引导企业提升职工生活品

质塑造生活幸福环境建设任务，广

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研究制定了广

西市、县级工会“服务职工综合体”

和“幸福企业”标准化建设指南，并

于 9月 9日发布。

据悉，自 2021 年全国总工会发

布通知推进全国提升职工生活品

质试点工作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

总工会立即响应，于去年 11月印发

了《广西工会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建

设（试点）方案》，面向服务（帮扶）

中心和幸福企业，启动开展“服务

职工综合体”和“幸福企业”建设。

在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自治区

总工会主动发散思维，集社会资

源为我所用，特邀第三方咨询机构

为“服务职工综合体”和“幸福企

业”构建标准化建设指南，为有意

向开展两项工作的单位提供指导，

并应用于试点创建的申报、评审和

验收。

标准化建设指南共分两类三标

准，分别是《广西市级工会“服务职

工综合体”标准化建设指南》《广西

县级工会“服务职工综合体”标准化

建设指南》《广西工会“幸福企业”标

准化建设指南》。指南包括总体要

求、建设路径与建设内容，明确“服

务职工综合体”和“幸福企业”建设

的要求、原则、目标、实施路径与步

骤、重点服务项目、关键推进举措以

及配套的机制清单等内容，两大指

南均包含建设标准与规划编制大纲作为附件，手把手指导意

向单位开展实践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以标准化建设指南为载体，开发

提升职工生活品质云平台，并结合全区实践经验，不断迭代

更新和完善优化，加快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建设试点工作，持续

提升服务职工水平，不断满足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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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4日，参观者在 2022亚洲数字艺术
展上观看艺术作品。

当日，2022亚洲数字艺术展在北京时代
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以“地球太空船”为主
题，展出的数字艺术作品以AR、VR、人工智能、
CG技术等数字艺术手段作为媒介，让观众从
中感受数字艺术魅力。

展览由四个主题展厅组成，分别以宇宙
太空、地球生态、社会科学和智能装置为主
题，参展的艺术家们将生态艺术与数字融合，
用数字科技引发观众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更
加深刻思考的同时，也带给观众脑洞大开的
科技与艺术的幻想。

亚洲数字艺术展自 2019 年以来已成功
举办三届，2022年第四届亚洲数字艺术展再
一次呈现了一个文化与科技对话的平台，透
过数字技术等新兴媒介促进文化间合作与交
流，持续推动面向未来的跨领域文化创新。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2022亚洲数字艺术展开展

新华社北京9月 24日电（记者姜琳 王雨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四部

门办公厅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 2022 年 9 月起，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根据本地区受疫情影响

情况和社会保险基金状况，进一步扩大缓缴政策实施范围，覆

盖本地区所有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事业单位及各类社会组织，使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

惠及更多市场主体。

据了解，四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阶段性缓缴社会保

险费政策实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主要是为切实发挥阶段

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效果，促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

通知提出，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到期后，可允许企

业在 2023 年底前采取分期或逐月等方式补缴缓缴的社会保

险费。补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通知强调，各地社保经办机构在提供社保缴费查询、出具

缴费证明时，对企业按照政策规定缓缴、补缴期间认定为正常

缴费状态，不得作欠费处理。企业缓缴期间，要依法履行代扣

代缴职工个人缴费义务。已依法代扣代缴的，职工个人缴费

状态认定为正常缴费。同时，要主动配合当地相关部门，妥善

处理与职工落户、购房、购车以及子女入学资格等政策的衔接

问题。

通知还要求进一步优化经办服务，对符合缓缴政策要求

的市场主体，积极主动对接，简化办事流程，实现企业“即申即

享”，减轻企业事务性负担。

我国进一步扩大社保费缓缴政策实施范围

9月 23日，科考人员在湖北石首水域进行观测工作。第
4次长江全流域江豚科学考察于近日启动。这是长江实施全
面禁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颁布施行后，首次开
展长江流域物种系统调查。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长江全流域江豚科学考察启动

本报讯（记者田国垒）眼神聚焦、手中的钻头高速旋转，

在一间面积不到 5 平方米的厨房里，苗兴峰正全神贯注于台

面上的一个圆孔。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孔眼，在燃气软管更

换工序中，却是最难的一步。

苗兴峰是济南能源集团所属山东济华燃气客户服务西区

负责人，作为行业内的技术“大拿”，虽然早已走上管理岗位，

但他最近又“重操旧业”——每天拎着装满电钻、扳手的工具

箱参加“敲门行动”。

为守护用气安全，济南于 6 月 18 日启动天然气居民用户

燃气安全设施升级改造行动。济南能源集团所属两家燃气企

业要完成 151 万根不锈钢波纹管、158 万只报警器和 147 万个

电磁阀的更换，并为即将到达 10年使用期限的燃气表更换为

NB 物联网表。3 个月来，通过“敲门行动”，已完成近 60 万根

软管更换，平均每天完成超 6000户换新任务。

“忙活半天，一口水都不喝，为你们的敬业精神点赞”“太

感谢了，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隐患”……苗兴峰的手机里保存

着用户发来的一条条感谢信息，“燃气连着千家万户，上门服

务需要的不仅是专业技能，更是‘安全大于天’的责任感。”

（下转第 2版）

济南能源集团整合一张网、画出同心圆

“敲门行动”守护平安点亮灯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