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公司党委和工会，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到，心里热乎乎的。”2
月10日以来， 长安汽车北京公司工会在员工返乡高峰时段开通爱心
班车，免费把员工从工厂送到火车站、汽车站，全力保障员工安全返
乡。 本报记者 闫长禄 通讯员 霍诗麒 摄影报道

“免费寄行李 的 活 动 真
好 ， 让我这个天天送快递的
人也享受一次送货上门的服
务。” 快递小哥赵师傅说。 春
节前苏宁物流在北京地区发
起———“温情春运， 苏宁物流
免费寄行李 ” 大型系列公益
活动， 帮助农民工轻装返乡。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11日， 北京地铁运营公司通
号分公司总经理楚柏青来到惠新
西街南口地铁站， 为二十名仍坚
守在地铁五号线视频改造工程一
线、 中铁四局电气化公司北京分
公司的职工，送去了充电宝、皮手
套、春联、福字等组成的拜年大礼
包， 并询问了工程的进度和职工
的工作生活状况。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盛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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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
昨天了解到， 进入2月以来， 东
城区永外街道总工会展开了春
节慰问系列活动， 包括慰问因
病致困职工、 慰问劳模、 走访
辖区独立建会企业、 召开小微
企业座谈会等一系列活动， 惠
及职工3000余人。

街道总工会主席纪筱彬在
“传统年俗贺新春” 活动中挥毫
泼墨， 亲自为多名职工 “送福
字、 写春联”， 现场呈现出一片
其乐融融 、 欢乐祥和的气氛 。
据悉， 街道工会将继续走访辖
区环卫、 安保等行业， 为他们
带去工会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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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盛 通讯员
王禹） 近日， 北京建工装饰集
团城市副中心A2项目部里一片
喜气洋洋的景象， 集团邀请中
国书画家协会理事， 北京建工
集团工会原副主席张利， 为职
工写春联， 送祝福。

项目部会议室被火红的春

联映衬的年味十足。 “雄鸡纳
福添如意， 金狗迎春送吉祥”，
一副副满含喜庆、 祝福寓意的
春 联 赢 得 在 场 职 工 的 称 赞 。
“这春联内容寓意好， 我要带回
老家送亲人。” “手写春联让年
味十 足 ， 比外面买的更有意
义。” 职工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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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装饰集团墨香四溢迎新春

怀柔工会将慰问1300余节日坚守职工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 近日 ， 怀柔区总工会
党组书记 、 主席曹立仓带领工
作人员为区环卫中心的环卫工
人 、 区邮政局投递员送来了节
日的祝福 ， 并为这些将在春节
期间坚守一线服务市民的职工
送去了米、 面等生活用品。

当天 ， 受到慰问的职工表
示 ， 感谢党和政府及娘家人对
他们的关怀 ， 将以自身的努力
和饱满的热情为节日期间服务

百姓 ， 方便大家安全出行做好
基础性保障工作 。 下一步 ， 区
总工会还将慰问怀柔交通支队、
汤河口检查站 、 宝山检查站节
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公安执法干
警们 。 预计此次慰问活动将惠
及职工1300余人。

此外 ， 怀柔区总工会还向
全区人民发出倡议 ， 向这些为
了保障春节期间人们生活的正
常运转 ， 默默无闻奋战在特殊
岗位的职业人致以崇高敬意 ，

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 遵
守文明守则 ， 遵守公共秩序 ，
为营造一个良好的节日氛围共
同努力。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于兰） 近日，西城区德胜街道总
工会开展了“慰问餐饮行业一线
优秀员工”活动，街道总工会为
地区30多家餐饮企业近80名春
节不能回家过年、坚守岗位的一
线优秀职工送上工会礼物。

今年是街道总工会连续第4
年举办“慰问餐饮行业一线优秀

员工”活动。工会为员工准备了
坚果大礼包、洗漱套装以及包含
帽子、围巾、手套在内的“防寒三
件套”等。好鱼儿餐饮公司员工
马永刚说：“街道总工会为企业
所想，为员工所需，做的每一件
事都是外来务工人员最需要、又
适用的，真心感谢工会和企业为
我们付出的辛劳。”

德胜餐饮行业职工获工会大礼包

这边是精巧的手工制品，那边是书法家现场写福字、春联。8日，东城区
东四街道总工会将传统文化送进楼宇。当天正值午休时间，楼宇职工经过这
里纷纷驻足，现场求福字、做手工。 本报记者 边磊 万玉藻 摄影报道

福气进楼宇

礼包送一线

轻装返乡路

春节前夕， 建工北安时代电
梯公司召开新春工作会， 庆祝公
司成立35周年华诞。工作会上，表
彰了业绩突出的六名先进职工，
公司领导为他们亲自颁奖并送上
鲜花。 同时组织职工自编自导欢
快的文艺节目，一同开启新航程。

本报记者 赵新政
通讯员 吴学红 摄影报道

开启新航程

爱心班车情暖回家路

永外工会干部挥毫泼墨写祝福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近日 ，
怀柔区龙山街道总工会携手辖
区内北京怀柔融兴村镇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工会开展 “送福到
家”服务职工活动。

活动中，龙山街道总工会特
别邀请了区内的4位书法家现场

挥毫泼墨，为基层职工书写春联
和福字，并亲手送上。同时，融兴
村镇银行公司工会干部走进商
户，亲自为职工送春联、送祝福。
经统计，此次活动共为辖区建会
企业职工发放500副春联，500张
福字。

龙山街道工会送福到家慰问职工

本 报 讯 （ 记 者 刘 欣 欣 ）
“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满怀信
心克服各种困难， 有问题可以
随时找工会。” 昨天， 朝阳区劲
松街道总工会在服务站， 为辖
区6家单位的9名困难职工， 每
人送去500元慰问金、 一套迎春
福字和慰问品。

现场， 劲松街道总工会主

席徐文峰为困难职工送上新春
祝福。 慰问单位之一科特贝德
机电设备 （北京） 有限公司工
会主席陈志泉说： “非常感谢
劲松工会及时给予困难职工的
慰问与帮扶， 单位工会将与单
位行政人事部门联手对困难职
工家庭进行一对一帮扶， 直至
渡过难关。”

劲松工会送福包让困难职工过好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