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9 月 22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刘晓丹 组版编辑：张珂清 校对：戴小玲

珠海市总举办援鄂医疗队抗疫事迹报告会

韶关翁源县总

讲好故事 激励职工爱岗敬业
本报讯 近日，珠海市总工会在市档
案馆举办珠海市援助湖北医疗队抗疫事
迹报告会，来自珠海各区、功能区工会负
责人及专干、市总机关和工人文化宫全
体人员等近百人参加。珠海市总工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李勇出席报告会。
据介绍，本次报告会旨在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宣传抗疫事迹，讲好抗疫故事，提振全
市工会干部精气神，激励广大职工爱岗敬

业，为珠海经济特区“二次创业”加快发展
作出贡献。
报告会邀请珠海市人民医院脑血管
病科副主任医师、珠海市首批援助湖北医
疗队队长、临时党支部书记杨建豪，从多
个角度、多个侧面讲述了疫情蔓延后援助
湖北的感人故事。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工会干部要弘扬伟
大抗疫精神，
宣传抗疫事迹，
团结带领广大
职工坚定理想信念，
树牢
“四个意识”
、
坚定
“四个自信”
，
做到
“两个维护”
，
忠诚于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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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学习援助湖
北医疗队的担当精神，用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带领广大工会干部勇于
担当负责，
积极主动作为，
用坚忍不拔的意
志和无私无畏的斗志，
攻坚克难，
敢于面对
各种风险和挑战；要学习他们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
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
坚
持以职工为本，
自觉为广大职工群众服务，
为广大职工谋福利，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开创工会工
作新局面。
(黄集区)

开展
“网络安全”
主题宣传
本报讯 9 月 18 日，韶关翁源县总工
会联合县妇女联合会到广东翁源经济开
发区翁源县凯南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开展
“网络安全”主题宣传活动。
当天，县总工会在厂区与饭堂间派
发宣传资料，并向凯南工厂的职工宣传
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同时，县总工
会利用省总工会在“粤工惠”APP 发布的
“关于 2020 年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线
上平台活动”小程序，鼓励全县各基层工
会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线上个人信息保
护日网络安全宣传活动，普及网络安全
知识，推动网络安全发展，提升全民个人
信息保护意识和技能。
（何丽）

省总机关工会邀干部职工月饼 DIY

亲子齐动手 浓情迎中秋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细英）称材料、
揉面团、包馅、压模成型……9 月 20 日上
午，省总工会职工之家食堂里洋溢着浓厚
的节日氛围，
一群系着围裙、
带着高高厨师
帽的干部职工及其子女在师傅的指导下，
认真地制作月饼。当天，省总机关工会举
行
“迎中秋，
表浓情”
月饼 DIY 活动，
吸引
干部职工及其配偶、
子女共 100 多人参加。
活动现场，随着有十多年月饼制作经
验的师傅详细讲解，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
和家长的帮助下用心制作出一个又一个
精美的月饼。今年读四年级的钟景泽一
边认真地制作月饼一边跟记者说，他做了
各种口味的月饼及多种口味掺杂在一起
的月饼，
“我最喜欢吃红豆口味的，所以我
做了很多。”
实业发展中心的许琳婷当天一大早
便带着 10 岁的儿子来到现场。
“得知有这
个活动，我第一时间就报名了。”许琳婷告
诉记者，平时孩子们很少有这样交流的机
会，此次亲子月饼 DIY 活动促进了亲子之
间的沟通与交流，同时也让孩子们体验到
了自己动手劳动的快乐。
“神女丽质世无双，
打一名胜古迹。
“
”我

■小朋友学做月饼很开心
知道我知道！是独秀峰！
”
当天，
活动现场还
设置了猜灯谜小游戏，
让小朋友在玩乐中提
前感受传统中秋节氛围。猜对灯谜的小朋
友还获得工会精心准备的小礼物一份。

肇庆广宁县总

部署迎接全总第三方
评估工作

林景余/摄
省总机关工会副主席吴颉介绍，此次
活动不但丰富省总干部职工的业余生活，
增强机关工会的凝聚力，还有利于培育孩
子们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观念。

深圳南山区“十大创新工匠”
初评结束

30 位工匠候选人入围
本报讯 日前，由深圳南山区委区政
府和深圳市总工会指导，南山区总工会主
办的“匠心智造、筑梦南山”2020 年南山区
“十大创新工匠”初评工作已结束。
本次初评由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外部监事、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顾立基等十位评委组成的专
家评审团，对 113 名完成有效报名的候选
人提交的报名资料，从技术创新性、市场
影响力、质量贡献度、行业代表性等考虑
四个维度评分审议，最终确定南山区“十
大创新工匠”前 30 强名单。

南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
主席路玉萍表示，评选自启动以来就受到
南山企业和职工的广泛关注，腾讯、大疆、
中兴等一大批国际知名企业、行业领军企
业、
上市企业、
独角兽企业均推荐了创新型
优秀人才参与评选。为保障评选公平公
正，
特邀请行业专家组成评委团，
在初评阶
段采用评委自主打分后再合议讨论的方
式，最大限度地保证能达到挖掘南山区在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
物医药等产业建设方面作出技能创新、工
艺创新、应用创新等突出贡献并具有一定

影响力创新工匠典型的活动初衷。
据悉，2020 年南山区“十大创新工匠”
复评工作将于 9 月 21 日正式启动，评审委
员会重点针对候选人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创新创造先进事迹、爱岗敬业精神等方面
对初评选出的前 30 位候选人分组进行实
地考察并进行评分，同步启动网络投票，
最终按实地考察 90%+网络投票 10%计算
总分，确定前 20 强“十大创新工匠”候选
人进入最终评审。
网络投票相关信息请关注“南山工
会”微信公众号。
（沈亚红 李嘉鑫）

本报讯 近日，肇庆广宁县总工会
召开迎接全总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工作动员会。会
上传达了广东工会迎接全总困难职工
解困脱困第三方评估工作动员会精神
等，并对迎接全总第三方评估工作做了
总部署。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
会主席冯国成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就对照第三方评估工作任务
进行了各项具体任务分工，要求维权服
务工作部门要进行逐项自查，完善基础
档案资料，查漏补缺。会议强调，要充
分认识这次全总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
困 第 三 方 评 估 工 作 的 重 要 意 义 ，进 一
步明确工作目标，认真履行职责，落实
好 网 上 资 料 工 作 任 务 ；各 部 室 要 围 绕
这次全总第三方评估中心工作展开服
务 ，加 强 与 市 总 工 会 和 帮 扶 对 象 的 沟
通，确保实现 2020 年城市困难职工解
困脱困目标。
（廖国世）

云浮郁南县总

引导职工杜绝餐饮浪费
本报讯 9 月 18 日，云浮郁南县总工
会联合大湾镇总工会深入云浮市郁南县
顺港高分子有限公司和广东友源电气有
限公司开展“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
费”的教育宣传，教育引导广大职工群众
牢固树立“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意识，争
当厉行节约和文明用餐的践行者。
县总工会详细了解企业关于制止餐
饮浪费的工作情况，并在厂区开展签名
承诺仪式，向职工派发“倡议书”和“文明
健康 有你有我”宣传单，号召职工节约
每一粒米、每一餐饭，自觉把节俭节约、
节粮爱粮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养
成绿色文明的工作生活方式。
（梁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