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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会会更更要要把把““送送清清凉凉””做做实实做做细细
高高温温天天气气格格外外反反常常

从上周开始， 北京进入持续高温黄色
预警状态 ， 骄阳似火 ， 最高气温达到
36℃， 闷热的桑拿天像一口大蒸锅， 使高
速公路两旁的树木叶子蜷缩起来。 然而，
在高速公路绿化带， 依然能看到戴草帽、
穿反光标志服的绿化养护工人们顶着烈
日， 耐着高温，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为了保护好这些高速路上的 ‘美容
师’， 首发生态公司根据近期天气情况及
时调整作业计划 ， 全力做好高温保障工
作。” 安全质检员徐伟楠说。

进入雨季后， 北京雨量充沛， 高速公
路的景观绿地中杂草长势较快， 影响了景
观效果， 为了保持畅洁绿美的通行环境，
绿化养护工人在炎炎夏日穿戴好作业防护
服、 护目镜以及公司为他们准备的遮阳草
帽， 进行除杂作业。 根据气象台发布的高
温预警， 首发生态公司动态调整了绿化养
护工作时间， 通过提早开工、 延长午休等
方式错峰作业， 减少地表温度最高时期进
行养护作业。

在开始作业前的安全教育中， 带班作
业的班组长和安全员都会仔细询问绿
化养护工人的身体情况， 及时排查身体不
适情况 ， 为了应对连续高温 ， 除了发
放花露水、 清凉油、 藿香正气水等常规降
温药品外 ， 还结合劳动强度和养护作
业特点为绿化养护工人配备了硝酸甘油和
速效救心丸 ， 防止意外发生 。 记者在
采访中还发现 ， 养护作业人员每人的
随身水杯中装满绿豆汤， 随时用来去暑
和补充水分。

徐伟楠告诉记者， 通过周到细致地应
对保障措施， 使高速公路绿化养护工人能
够在高温下得到保护， 更使他们能在夏季
全身心投入到养护作业中。

今年夏天，高温天气格外反常，劳动者高温保护更加引起全社会关注。 7月7日上午，全国总工会举行2016年第三季度新闻通气会，全总新
闻发言人、宣传教育部部长王晓峰在会上说，全总对劳动者高温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各地工会要把防暑降温工作作为夏季期间服务职工群
众、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大事，做好、做实、做细。 早在2012年6月29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卫生部、人社部、全国总工会专门联合颁
发了《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夏送清凉”活动早已是工会服务职工的品牌工作，唯有做得更实、更细、更人性化，方能更好体现更“凉爽”的
关怀。

连日来， 京城气温连创新高， 不少市
民戏称 “小时候唱儿歌 《种太阳》 的那个
小子， 看来是成功了。” 如此高温的天气
里， 大多数人都选择 “宅” 在室内， 躲避
高温。

然而， 在大街上却随处可见交通民警
的身影， 他们不顾天气的炎热、 太阳的暴
晒， 为了全市交通的畅通与安全， 忍受高
温 “烤” 验， 坚守在 “阵地” 上。 为此，
北京交管局采取多项措施， 全力做好高温
天气下的 “爱警保障” 工作。 �

“十滴水、 藿香正气水、 清凉油……
打开防暑小药箱， 里面的解暑药品一应俱
全。 进入暑期以来， 交警在路面执勤异常
辛苦， 交管局和支队在第一时间就为我们
配备了小药箱。” 记者11日来到北京市公
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东城交通支队东四大
队， 副大队长任永杰介绍， 大队为一线民
警配发必需的防暑降温药品， 备足饮用水
等物品， 防止民警在高温天气下出现中暑
等现象， 保障民警身体健康。

针对高温天气下， 交通民警出汗多、
体能消耗大的现状， 大队还改善了食堂伙
食， 特意为民警准备了绿豆汤、 酸梅汤、
菊花茶、 西瓜等消暑食品， 使交警的营养
得到合理补充的基础上， 保证充沛体力。
此外， 大队还固化实行送清凉防暑饮品到
路面执勤岗位的工作机制。

�此外， 任永杰介绍说， 针对路面交
通高峰、 平峰特点， 交管局和支队通过干
部替岗执勤等形式， 加大岗位班次轮换频
率， 全力避免交警因长期在炎热天气下执
勤导致中暑等疾病发生， 确保民警工作热
情不减， 精神面貌不退， 道路交通管理不
松， 营造起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预防和
杜绝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近日， 北京持续高温， 而在北京市轨
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建设管理的北京
地铁八号线17标建设工地， 600多名地铁
建设者正在抓紧施工。 为了确保一线生产
工人的身体健康， 在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
管理公司第一项目中心的指挥和帮助下，
中铁二局北京地铁8-17标项目合理安排作
业时间 ， 切实做好高温季节安全生产工
作， 确保项目工地工人安全度夏。

“为工人发放藿香正气水、 十滴水、
风油精、 清凉油等1.6万元的防暑降温物资
和药品。” 项目书记黄兵告诉记者， “我
们会将防暑降温物资和药品送到农民工兄
弟手中， 讲解药品使用方法， 并嘱咐工人
们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生产安全。”

另外， 还准备了绿豆汤等清热去暑食
品， 并规定以后凡是气温超过36℃天气，
工地食堂要把绿豆汤派专人送到工地。 合
理安排露天高温作业时间 ， 通过 “做两
头、 歇中间” 措施， 避开11时至15时高温
时段作业。 “我们担心宿舍太热， 工人休
息不好， 就配置了空调。” 黄兵说。

此外， 在认真做好办公区和生活区域
的防疫工作检查及食堂卫生防疫措施的基
础上， 项目部专题召开高温防暑安全生产
教育会， 进一步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防范
意识，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制定了
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 确保发现问题第一
时间有效处置。

项目上的 “送清凉” 活动及一系列关
爱员工的措施， 给坚守在酷暑中施工作业
的农民工们送去了丝丝清凉。 钢筋工常金
莆说： “干了那么多工地， 还是这个项目
关心农民工最到位， 不仅房间有新空调，
而且作息时间还安排很合理， 发放防暑降
温药品也很及时。”

天气闷热， 气温持续走高。 北京环卫
集团党委及领导班子心系一线职工作业安
全， 工会认真落实、 积极开展 “送清凉”
活动。 为职工购置绿茶饮料、 矿泉水、 白
糖及绿豆等防暑降温物资， 做好防暑度夏
工作， 确保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进入7月以来， 北京环卫集团公司党
委书记、 董事长母秉杰， 集团公司党委副
书记、 总经理张农科带队为一线职工送去
矿泉水、 绿茶、 酸梅汤等防暑降温物品，
贴心地将物品送到坚守在一线的职工手
中。 母秉杰叮嘱他们暑热天气做好防护，
保重身体。 张农科叮嘱一线职工一定要安
全作业， 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 一定不能
让一名职工发生中暑现象。

环卫集团其他领导也分头行动 ， 将
“送清凉” 慰问工作惠及到京内道路人工
清扫、 机扫、 清运物流、 后端处理、 装备
制造等多环节、 多项目一线岗位， 并为职
工发放绿豆、 白糖等防暑降温必备食品，
为这个炎炎夏日增添了丝丝清凉。

“送清凉” 过程中， 环卫集团各作业
单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采取多种措施切
实做好基层职工防暑降温工作。 所属各企
业均已积极部署相关工作： 在防暑降温慰
问品方面， 除了配备常规的绿豆、 凉茶等
降温用品， 还细致贴心地配备了藿香正气
水、 肠胃药等防暑药品， 为作业职工购买
了凉席、 凉垫和毛巾等物品。 同时， 各作
业单位灵活排班， 避免职工长时间在室外
工作。

“各级领导会再三叮嘱我们注意防暑
降温和安全生产。 单位开展的 ‘走基层，
送清凉’ 活动充分调动了我们的工作积极
性， 温暖了我们的心。” 环卫工人张强告
诉记者。

时间： 7月11日
地点： 路口
人物： 交通民警

防暑饮品送到执勤岗形成机制

时间： 7月12日
地点： 地铁八号线17标建设工地
人物： 轨道交通施工人员

防暑安全生产教育会进工地

时间： 7月11日
地点： 高速公路
人物： 绿化养护工

班前询问排查身体不适

时间： 7月初
地点： 城区道路
人物： 环卫职工

防暑用品饮品药品一应俱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