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专题

9月1日新学期开
学， 大兴区职工李广
和的儿子终于可以重
返校园了， 掩饰不住
喜悦的李广和一家 ，
最想感谢的就是党和
政府的关怀， 在最危
难的时刻， 是工会的
应急救助给了这一家
人向病魔斗争的动力。
5年来， 大兴区总工会
为李广和在内的450人
次给予了应急救助 ，
600万救助金助力职工
渡难关， 问功劳、 问
成效， 大兴区总工会
主席郭金江说， 是工
会改革让困难职工感
受到了工会强有力的
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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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大兴工会专项应急救助实现制度化
今年“两节慰问”136.9万

应急救助金发给特
困职工

2018年赶在春节前， 大兴区
总工会帮扶中心和镇街基层工会
的工作人员开始马不停蹄的两节
“送温暖” 慰问， 对纳入困难职
工档案的89户家庭， 挨家挨户进
行走访慰问。 按每户拨付1000元
慰问金、 1800元基本医疗补贴 、
200元交通补助及1000元节日临
时生活补助； 同时向困难职工赠
送 “粮油包”， 每户价值600元。
区总工会对在档的残疾困难职
工， 每户给予2000元慰问金及慰
问品一份。

区总工会还根据困难程度不
同， 对区工会会员本人及家庭成
员患重大疾病和因突发事件或意
外灾害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予以
临时应急救助， 对提出申请的98
户特殊困难职工家庭给予3000元
到50000元的救助帮扶 ， 总金额
达到136.9万元 。 这其中就有李
广和一家。

2016年9月4日， 对于李广和
一家来说， 天塌下来的一个坏消
息降临， 15岁的儿子确诊急性白
血病， 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
夫妻二人深知未来要面临的 “经
济危机”， 与儿子一起战胜病魔
的道路上， 这或许是一个不小的
阻力。 “孩子患病， 真的不想让
太多的人知道， 我们自己尽量扛
过去。” 李广和告诉记者， 可巨
额的医疗费用迟早会打败这份虚
荣心， 想办法筹钱是最要紧的。
单位得知儿子患病的消息， 工会
主席第一时间想到了区总工会的
应急救助专项温暖基金。

单位工会第一时间向所在的
庞各庄总工会申报信息， 镇总工
会帮助审核、 准备材料， 为了能
够尽快申请到救助金， 基层工会
干部忙前跑后。 “这个救助金从
来没申请过， 说实话真没报什么
希望 。” 令李广和没想到的是 ，
春节前， 一家人正发愁年怎么过
的时候， 区总工会帮扶中心的工
作人员， 一下子送过来3万块钱
的温暖救助金！

李广和拿到这笔钱， 不好言
语的他只有一个劲儿的 “谢谢”。
自从儿子得病， 大把大把的钱从
他手中花掉， 这3万块钱能派上
多大用场他心里特别清楚。 “自

费40多万， 儿子的病情基本控制
住了， 这3万块钱救助金我能给
孩子买不少营养品 ， 营养跟得
上， 造血能力就强。” 李广和告
诉记者， 儿子每月的药钱两千多
块钱， 支付起来问题还不大， 但
营养品要一直补， 营养品的费用
比药费要高出不少。

转眼到了今年9月新学期 ，
李广和一家成功的战胜了病魔，
儿子重新步入了校园。

为解决特困职工实际困难
工会出台专项应急

救助办法
李广和一家受益的这个救助

金全称叫做 “大兴区职工应急救
助专项温暖基金”，该基金由大兴
区总工会、各镇(街道)总工会和各
爱心单位共同捐资发起。 基金主
要用于大兴区工会会员本人及其
家庭成员重大疾病医疗和因突发
事件或意外灾害造成生活困难的
临时应急救助。 从2014年实施至
今，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基金的
由来还有一个小插曲不得不讲。

2013年元旦过后， 和往年一
样 ， 大兴区总工会启动了 “两
节” 送温暖活动。 时任大兴区总
工会主席郑怀志陪同区长一起慰
问困难职工 ， 带上 “温暖大礼
包” 和两千元慰问金来到了困难
职工家。 这是采育镇的一个特困
职工， 因尿毒症做了换肾手术，
大额的医疗费用使得家里负债累
累， 破旧的房子里连一个像样的
电器都没有。

了解情况后， 区总工会和区
政府深感送到困难职工手上的慰
问金太少， 两千元对于特困家庭
来说， 可能连个年都过不去。 更
何况职工需要的不是过年钱， 当
他们因病致贫 、 因祸致穷的时
候， 两千元慰问金太薄弱了。 回
去之后， 郑怀志主席下定决心要
尽快找到突破口， “必须要想一
个新的救助办法才行， 让工会帮
扶真正帮在刀刃上， 用在最需要
的职工身上。”

怎么才能让特困职工拿到手
里的救助金有分量呢？ 多年来，
区总工会一直都是根据全总和市
总的救助基金额度帮扶困难职
工， 但在职工遇大病、 遇大灾大
祸的时候， 已经显得微不足道。
能不能制定一个专项救助办法，
给这类家庭给予资助， 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 “真关怀”？
此后， 任期还有不到三年的

郑怀志主席， 多次与市总工会沟
通， 着手研究实施办法， 希望赶
在退休前把这件事落实 。 没想
到， 在区政府和市总工会的大力
支持下， 《北京市大兴区总工会
北 京 市 温 暖 基 金 会 大 兴 区 职
工 应 急救助专项温暖基金管理
使用办法 (暂行)》， 于当年年底
就出台了， 2014年两节送温暖 ，
正式启用。

根据 《方法》， 工会会员本
人患重大疾病， 享受政府医疗救
助和医疗保险后生活仍难以维持
的， 依据其自付医药费用金额经
审核后给予相应救助， 共涉及30
类重大疾病， 单项最高救助金额
达5万元； 工会会员本人或家庭
因突发事件或意外灾害， 依法享
受有关部门经济补偿后， 本人或
家庭仍有较大损失和特殊困难
的， 依据其损失程度和家庭经济
状况， 给予5000-10000元的经济
救助。

2014年春节也就是 《办法 》
实施的第一个春节， 是大兴三中
老师王炜明最感动的一个春节。
区总工会将3万元的温暖救助金
送到了他家， 接过这沉甸甸的救
助金， 王炜明仿佛手中捧着成摞
的达希纳。 是的， 王炜明和爱人
分别于2001年、 2004年患上了慢
性粒细胞白血病， 夫妻二人需要
常年服用自费药物二代达希纳，
一年光吃药的费用就达到20万，
而二人一年的工资全算上都不够
药钱， 更何况还要生活。

“得病时间越长 ， 负担越
重， 我们这样的 ‘老病号’， 亲
戚朋友都躲着走。” 王炜明告诉
记者， 他特别感谢区工会的温暖
救助金， 从2014年到2018年， 他
和爱人已经连续5年得到救助 ，
这个基金不只是一份工会的温暖
关怀， 它真正起到了救职工命的
作用。

救助帮扶不必等到春节
职工有需要 工会就响应

大兴区总工会副主席侯月海
介绍，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还遇
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困惑 。 记得
2015年春节去慰问的时候， 到一
位职工家中送救助金， 刚一进门
就引来家属一片痛苦， 原来， 这

位职工已经离开了人世。 对于家
属来说， 救助金虽说拿到手了，
但人没有了， 这份救助也就失去
了意义。

“实际操作过程中， 我们发
现， 很多大病可能从发现到去世
时间非常短， 比如职工是年初申
请的救助， 等不到年底送温暖的
时候就去世了。 ”侯月海表示，出
台这个《办法》，最初的初衷是为
两节慰问时能够拿出大额度的救
助金为职工解难， 但通过实际操
作发现， 职工真正需要救助的时
候，是在医院的时候，是做手术的
时候，是最需要钱的时候!

为了做好为职工服务的第一
报告人、 第一知情人、 第一解决
人， 大兴区总工会对救助实施办
法进行了优化， 采取预支付的方
式， 在职工最用钱的时候， 实施
及时救助， 通过预支付一部分救
助金， 解职工燃眉之急。 到年底
送温暖的时候， 再拿上剩下救助
金去看望职工。

2016年8月 ， 大兴区园林局
职工穆瑞华 ， 进行了肝移植手
术， 90万的治疗费对于普通职工
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正在全家
为钱发愁的时候， 区工会及时把
3万元预支付应急救助金送到了
医院， 这份来自工会， 代表党和
政府的关怀及时递到了家属的手
中， 为顾虑重重的手术注入了信
心和动力。 春节送温暖的时候，
工会去看望术后的穆瑞华， 又送
去了两万元救助金。 “当时， 确
诊需要肝移植的时候， 感觉天塌
了一样， 不想治了， 手术做不好
人财两空。” 之前穆瑞华的一切
顾虑全部消除， 令人喜悦的是，
手术非常成功， 现在穆瑞华每月
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

穆瑞华告诉记者， 现在， 他
每天都心存感激的生活， 感谢家

人对他的不离不弃， 感谢医疗技
术的发达， 更要感谢工会， 让他
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搭建应帮尽帮平台
工会帮扶救助实现

制度化常态化
2014年至今 ， 通过不断改

革、 创新， 大兴区总工会已经形
成了一套长效的帮扶救助机制。
针对特困职工救助， 先由企业摸
底上报申请， 再由镇街基层工会
统计并把关困难职工申报情况，
最后由评审委员会根据救助公式
确定救助方案和额度， 目的是确
保帮扶精准， 真正把钱用到最需
要的群体。

侯月海表示， 即使已经做到
由上到下， 由下到上的申报把关
流程， 但仍不排除有困难职工没
有申报， 所以要想做到 “应报尽
报，应帮尽帮还很困难”，毕竟工
会人手有限，做到不遗漏很难。

为了努力帮助职工解决最困
难最操心最忧虑的实际问题， 大
兴区总工会又一项改革创新正在
筹备当中。 记者从大兴区总工会
郭金江主席那里了解到， 预计明
年， 大兴区总工会专门为帮扶职
工建立的需求平台将投入使用，
届时， 所有帮扶项目都挂在平台
上， 职工可以按需申请服务， 同
时职工有需求在平台上也可以提
出来。 困难职工在平台上就可以
申报救助， 工会人员将会第一时
间与其对接， 达到 “应报尽报，
应帮尽帮”。

需求平台的设立， 同时也是
推进工会服务普惠制的一个落脚
点 ， 郭金江表示 ， 大家都在工
会大家庭里， 困难职工要帮扶，
普惠制也要做好， 让每一名职工
都能够感受到工会的温暖。

前阵子火了的 《我不是药
神》， 这次采访让我看到了现实
版， 职工王炜明和妻子十余年的
战病经历， 让我感叹电影的真实
性， 感叹病痛离我们那么近。 和
电影里一样， 王炜明也吃过一段
时期的仿制药， 来源并不清楚，
后来药效不行， 开始吃进口的二
代达希纳。 他心里每天都装着这
笔药账， 现在他自己一年药费八
万七， 爱人剂量还要大一些， 一

年十万零八千， 两人的工资加起
来 ， 不吃不喝光买药还差异大
截 。 “老病号 ， 朋友见你都害
怕。” 王炜明的这句话， 我印象
特别深， 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工
会每年的这份救助金， 补救了他
和妻子买药的亏空， 让他可以在
亲戚朋友面前有尊严的走过 。
《药神》 的播放， 让王炜明看到
了光明， 他盼着二代药真的能进
医保， 这样就不需要被救助了。

记者手记： 雪中送炭情最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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