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 24
日上午 ， 顺义区总工会主席李
国新率工会干部深入一线开展
节前走访慰问活动 ， 为困难劳
模和困难职工送去慰问金和慰
问品。

李国新先后来到困难职工
代表许庆丰 、 困难劳模代表闫
连波的家中 。 每到一处 ， 李国
新都和大家面对面亲切交流 ，

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 询
问职工患病亲属的身体状况 ，
鼓 励 困 难职工要 积 极 乐 观 面
对生活 ， 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
工作。

李国新表示 ， 企业要有所
担当 ， 要积极履行帮扶困难职
工的责任和义务 ， 要将服务职
工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
随后 ， 李国新代表区总工会为

困难职工和困难劳模送上慰问
金和慰问品。

据 了 解 ， 与 往 年 相 比 ，
2018年两节期间 ， 区总工会进
一步扩大帮扶慰问范围 ， 共为
144户在档困难职工和25名患大
病职工发放了83万余元的帮扶
慰问金和10.5万元的医疗救助
金 ， 切实帮助困难职工家庭缓
解经济压力， 过一个暖心年。

本报讯（记者 马超） 26日，
中建二局三公司唐山基地会议
室欢声笑语，暖意融融。公司总
经理吴滨，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毛锦来等带着公司
党政工各级领导的关怀，从北京
来到唐山丰润区后方基地，参加
了离退休职工迎新春座谈会，并
看望了离退休老领导、 老党员、
困难职工和因病住院人员。

“公司真正做到让老职工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离退休职工
对前来慰问的领导表示感谢。座

谈会中，大家对公司越来越好的
发展表示欣慰，并叮嘱年轻职工
一定要注意安全生产，各位领导
和在职员工一定要注意身体健
康，才能更加有力的面对新的市
场环境、接受新的工作挑战。

会后，公司领导对离退休老
领导、老党员和住院职工进行慰
问， 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慰
问中，领导们详细了解了退休职
工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叮嘱他们
要注意身体， 保持良好的心态，
享受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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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石景山区总工会领导在春节前
夕走进中海北辛安棚户区改造
项目工地和北京保险产业园地，
对建筑工地的一线工人们致以
新春问候并送去慰问品。

据悉，石景山区总工会高度
重视施工生产管理和工人的生
产安全，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蒋
志谋、副主席尹群先后走访了中
海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工地
和北京保险产业园地，了解到建
筑工人在寒冷天气里依然坚守

一线，甚至有些人因工作需要将
放弃回家团聚的机会留守工地。
区总工会领导叮嘱工人要注意
保暖和安全，合理安排作息的同
时，做好节前保障工作，并将节
日慰问品送到建筑工人手上。

据了解，石景山区四套班子
领导、区总工会领导近日还对石
景山区公安分局外来务工保安
和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
察局的一线职工进行了慰问，对
坚守岗位的近300名工作人员送
上了新年礼品。

石景山建筑工地职工享受工会温暖

中建二局三公司慰问离退休职工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29日，
平谷区总工会启动2018年“两节
送温暖”真情暖人心活动，区委、
区总工会相关领导组成慰问团，
走访了困难职工、 劳模代表，为
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

当天，慰问团一行先后走访
了劳模代表和4名困难职工。 每
到一户， 都与他们亲切交谈，详
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

况和工作情况。 要求劳模代表高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模范履行岗
位职责，在岗位上再创佳绩。 针
对巨额医疗费用和债务导致生
活困难的患病职工，鼓励他们要
树立信心，积极配合治疗 ，战胜
病魔。 同时，区总工会将发挥工
会组织力量尽最大努力帮助他
们解决实际困难渡过难关，并祝
愿他们家庭幸福。

在今年的两节送温暖活动
中， 平谷区总工会高度重视、合
理安排 、精心组织 ，提前深入每
一个困难职工家庭，认真核实情
况， 及时掌握新变化、 新问题，
严格做到了困难职工底数清 、
情况明。 2018年两节送温暖中，
市 、 区两级工会共计投入资金
217.92万元， 实现对在册困难职
工慰问帮扶全覆盖。

平谷工会投200余万元帮扶困难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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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福袋
送进工地

物业职工 喜获礼包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26
日，顺义区后沙峪镇总工会先后
走访慰问了镇域内3位北京市级
劳动模范和1位全国劳动模范，
为他们送去新春的问候。

当天，后沙峪镇总工会主席
王雪来到北京时颖服装厂的缝
纫车间，看望慰问市级劳模赵庆
亚。 赵庆亚是一名一线技术职
工，2010年经过层层推选， 荣获
了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王雪与她亲切交谈 ， 感谢
她为国家建设做出的贡献， 并

询问她的工作 和 生 活 情 况 ，
倾听她对工会工作的意见建
议 ， 同时向她致以新年的祝
福， 为她送上区、 镇两级工会
慰问金和慰问品， 带去党和政
府的关怀。

王雪表示 ， 劳动模范是时
代的领跑者 、 是榜样的代表 ，
要在职工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引领职工向劳模学
习， 形成学习劳模、 尊重劳模
的良好氛围， 激发职工的干事
创业热情。

后沙峪镇总工会走访关爱辖区劳模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近
日，昌平区阳坊镇总工会前往天
津蓟州区慰问在此异地经营的
国电博纳（北京）电力设备有限
公司职工，并送上节日的祝福。

阳坊镇总工会与国电博纳
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更好的服务
工会会员， 进行了深入交流。阳
坊镇总工会副主席王君华表示，
国电博纳作为一个支柱企业，为

阳坊镇做出了很大贡献。“虽然
目前到异地经营， 距离远了，但
有什么困难，阳坊镇总工会仍将
一如既往的为你们服务。”

“工会的慰问是对企业最大
的支持，希望继续得到镇总工会
的指导和帮助。同时，今后将尽
最大努力丰富职工的生活，并鼓
励他们努力工作。” 国电博纳相
关负责人表示。

阳坊镇总工会为异地职工送祝福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近
日， 顺义区高丽营镇总工会邀
请顺义书法家协会的15名老师，
在机关政务服务中心、 派出所、
张喜庄村、 南郎中村、 三村及
辖区企业， 现场书写春联和福
字， 为广大一线职工送上新春
祝福。

室外数九寒冬， 室内墨香
满溢， 书法家们铺纸研墨， 书
写春联和 “福” 字， 行草隶楷
各种字体随意切换， 一副副散
发着清新墨香的喜庆春联和

“福” 字就铺满了桌椅。 一副副
精美的春联， 一个个火红喜庆
的福字， 让职工在品味传统文
化习俗的同时， 感受到浓浓的
年味。

高丽营镇职工提前感受浓浓年味

面包、 香肠、 零食， 毛巾、 保温杯、 暖宝宝、 暖脚鞋垫， 春联、 福字……29日， 东城区委副书记宋
铁健、 东城区总工会主席许汇， 来到东四四条77号， 为居住在这里的40余名平房物业工作人员送上一份
冬日礼包， 并了解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和需求。 随着城市发展， 东城区实施胡同物业管理， 平房物业
人员已达到2500余名。 今年， 东城区总工会将这些职工纳入送温暖范围， 投入30万元送去温暖包。

本报记者 边磊 万玉藻 摄影报道

昨日 ， 通州区总工会主席
尚祖国率工会工作人员来到城
市副中心的通州警务中心项目
部 ， 为北京城建的一线职工送
去了保温杯 、 洗护套装 、 新年
福袋等慰问品 ， 并对他们在寒
风中坚守一线岗位表示慰问和
感谢。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顺义工会送温暖扩大帮扶慰问范围
两节为144户困难职工和25名患大病职工发放83万余元慰问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