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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二局二公司

培训讲师团送标准化
施工理念到一线

近百名佛港澳粤菜师傅齐聚顺德比拼厨艺

大厨秀刀功：气球上切土豆丝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通讯
员吴洁）三分钟剔鲫鱼骨，气球上切土豆
丝……9 月 21 日，
由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顺德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2019 年佛港澳粤菜师傅技能竞赛暨职业
技能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启动仪式在顺德
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来自佛山、
香港、
澳门
三地的粤菜师傅共聚一堂切磋厨艺。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实施佛山“粤
菜师傅”工程，促进粤菜传承发展，培育
和弘扬“工匠精神”，加速推进全市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深化佛港澳三地技能培
训交流合作。赛事分为“佛港澳名师厨
艺交流赛”和“佛港澳粤菜师傅技能竞
赛”。交流会邀请佛山五区粤菜名师代

表，港、澳粤菜名师代表参加，名师们分
铜奖 15 名。此外，竞赛总成绩 60 分或以
别以“岭南味、佛山品”为主题设计、制作
上的，可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前向顺德区
一道具有当地特色的粤菜进行现场展示
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申请理论考试，有机
和交流，赢得在场观众连连喝彩。
会获得“中式烹调师”三级职业资格证
除粤菜名师秀厨艺外，活动现场，佛
书。
港澳粤菜师傅技能竞赛也如火如荼，来
活动现场，佛山市职业技能提升三
自香港、澳门及佛山五区近百名餐饮从
年行动计划也正式启动。据介绍，目前，
业人员同场竞技，一决高下。本次竞赛
佛山已提前完成年内培训 3000 名粤菜
按“中式烹调师”国家职业技能高级工标
师傅的目标。接下来佛山将继续开展
准，重点考核选手现场烹饪能力。赛场 “粤菜师傅”职业技能竞赛，通过以赛代
上选手们巧花心思，尽显看家本领，在限
训、以赛促学的方式，为从业人员搭建切
时、高难度的标准考验下，选手们共完成
磋厨艺、展现风采的舞台，同时积极发挥
近 200 款热菜作品。
佛山“粤菜师傅”培训基地和“粤菜师傅”
最终，在评委们严谨细致的试吃与
大师工作室的作用，加快培育具有“工匠
打分后，比赛产生金奖 5 名、银奖 10 名、 精神”的粤菜师傅人才。

佛山市职工第三届美容美发时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举行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
张远洋）
“最容易发生事故的是施工进度
的哪个阶段？”
“ 你知道绑扎钢筋的工艺
标准吗？”…… 讲师站在工地脚手架下，
向围在旁边的工人提问，工地的一线员
工各自踊跃发言，与老师积极互动。近
日，这生动的一幕幕发生在中建二局二
公司的各项目部。
据了解，为有效推进项目标准化施
工落地，该公司制定了《中建二局二公司
“百日行、千日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并成立了标准化“百日行、千日治”专项
行动培训领导小组，计划分三年对产业
工人进行标准化施工理念培训。培训内
容从规章制度、专业知识到操作工序，参
培人员从分公司总部人员、项目班子，到
项目管理人员、劳务班组长和工人，全面
覆盖。同时，该公司还成立了由公司内
部讲师、外聘教授组成的讲师团，以讲师
讲授、视频教学、实地操作等形式，通过
组建标准化讲师团队来编写标准化教
材，把公司标准化的培训以点面结合形
式推广到项目。

60 名选手比拼
“易容术”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通讯
员霍嘉琪）在规定时间内将模特头发打
湿、修剪、吹干、定型，一丝不苟地修整细
节。9 月 23 日，2019 年佛山市职工第三
届美容美发时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暨粤
港澳大湾区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美容美
发项目佛山选拔赛及第 46 届世界技能
大赛佛山预选赛在佛山禅城区丰收街丰
收家演播厅举行决赛，60 名选手比拼美
容美发技能。
本次活动由佛山市总工会、市人社
局主办，佛山市美容美发行业工会联合
会等单位联合承办。来自佛山市 55 家
单位的 668 名选手报名参加本次大赛。
经过初赛选拔，有来自 20 余家单位的 60
经过 6 个小时的激烈竞争，最终决
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项目为技能实操
出 21 名优秀获奖选手。其中来自亮丽
竞赛，主要是对芳香头皮护理、创意 T 台
一族美颜坊的何冰庐获得决赛总成绩第
妆、男士时尚修剪与造型、女士 BOBO
一名，由佛山市总工会授予“佛山市职工
发型及色彩设计、女士盘发造型的技能 （美容美发时尚设计）技能竞赛技术状
水平进行考核。
元”称号；林锦仪等十名选手获得决赛总

江门市总举办快递职业技能竞赛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
员源志杰）9 月 19 日，江门市快递行业协
会工联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工人
文化宫举行，来自邮政速递、顺丰速运、
联邦快递、中通快递在内的 12 家品牌快
递企业的 36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由江门市总工会主办，蓬
江区总工会、市快递行业协会工联会承
办。竞赛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个人
赛中快递业务员职业技能竞赛项目是
理论知识考查和快件收派、处理的实际
操作；团体赛则按参赛选手成绩累计总
分评选。本次技能操作竞赛采用模拟
现场实操。快递业务员实际操作竞赛

项目内容包括：快件收寄、识别禁寄物
品、易碎品的包装与捆扎。
在识别禁寄物品比赛环节，
只见现场
有的选手快速挑选出禁寄物品，
有的选手
则对物品产生疑问，
现场领队们都为队员
捏了把汗，
时刻关注着队员们是否做出正
确的判断。在易碎品的包装捆绑环节中，
最紧张的莫过于把易碎品从1.6米的位置
进行自由落体检测。最终，
各位选手都做
到了完美包装，
没有发生物品碎裂。
经过 2 个小时的激烈角逐，最终，顺
丰速运的黄凯旋、伍伟聪和来自邮政速
递的许磊获得本次竞赛的个人一等奖，
邮政速递获得团体一等奖。

珠海横琴青年之家举办
插花培训班

■美容美发
比赛现场
郗建新/摄
成绩第二至第十一名，由佛山市总工会
授予“佛山市职工（美容美发时尚设计）
技能竞赛技术能手”称号，另外何冰庐等
决赛总成绩排名前 8 名的选手，同时荣
获由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
的“佛山市技术能手”
称号。

茂名信宜供电局
举办驾驶员技能竞赛
本报讯 9 月 21 至 22 日 ，历时两天
的南方电网茂名信宜供电局首届汽车驾
驶员技能竞赛落下帷幕。本次大赛共
有 50 名驾驶员参加比赛。竞赛分为理
论考试及技能操作项目两部分。理论测
试以答卷方式进行，内容主要涉及交通
安全法、驾驶员礼仪、安全行驶等方面。
实操项目每队选出 6 名代表参赛，均选
用轻型普通货车竞技，包括规范驾驶操
作、倒车入库等内容。 最终，团体赛方
面，东部山区的供电所四分会以精湛的
技艺获得团体第一；个人赛方面，丁成健
和赖日清获得一等奖。 （王艳 叶茂）

本报讯 9 月 21 日下午，由珠海团市
委，横琴新区团工委指导，青年之家主办
的横琴新区青年插花培训班在横琴创意
谷跨境说二楼举行。活动共吸引 23 名
青年参加。
本次培训由花艺师李欢欢现场介绍
花材品种、颜色搭配、花叶色比例、鲜花
养护、插花技巧等知识，并带领大家一起
包花泥、装花篮、剪花枝，一步步将卡罗
拉红玫瑰、洋桔梗、栀子叶等搭配在一
起，制作成为漂亮的花篮。通过插花活
动，既提升了青年们的动手能力和审美
能力，又促进了情感交流，让大家度过了
一个愉快的周末。
（张以山）

珠海香湾街道举办
青年户外定向越野活动
本报讯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丰富辖区团员青年的业余文
化生活，9 月 21 日上午，由珠海香湾街道
团委主办、香湾青年之家承办的“党在我
心 团结友爱”香湾青年“嗨”起来户外定
向越野活动举行，共有 6 个队伍 36 名团
员青年参加。
此次活动通过翻纸牌、
“珠行万里”、
跳大绳、欢乐套圈圈、
“超级保龄球”、
“团
结大笔”、
“ 定点拍照”等 9 个游戏环节，
考验辖区团员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国庆节知识的了解，既增强了辖区
团员青年的党建知识和团队精神，又使
香湾青年阳光快乐、团结协作的一面得
以展示。
（张以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