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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邀邀律律师师讲讲安安全全
近日， 房山区窦店镇总工会走进北京澳特舒尔保健品开发有限公

司，开展《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系列活动———职工劳动保护培训。本次
活动邀请北京名帅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马秋影进行讲授， 通过培训加强
职工的法律法规意识，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自觉地遵守各项安全
生产法令和规章制度。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 “感
谢工会组织对基层职工的关
心， 我们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
了。”为支持基层企业职工之家
建设，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增强
职工体质。近日，北京良乡经济
开发区工会联合会主席王晓祎
带领工会工作人员为辖区北京
飞航吉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配

发了篮球架、电脑等文体用品。
此次配发文体用品不仅创

造条件让职工更方便地获取知
识信息， 同时更倡导广大职工
高度重视自己的身心和身体健
康，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做到
身心和谐，以健康、良好的精神
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此举受到
职工的一致好评。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近
日， 国信嘉业好望物业工会干
部代表单位和职工本人来到门
头沟区职工服务中心， 送来了
锦旗，表达了感激之情，门头沟
区总工会副主席郭燕代表总工
会接受了锦旗。

据介绍， 国信嘉业好望物
业职工吴女士罹患宫颈癌，长
期接受放化疗， 产生高额医疗
费用。 所在单位了解到她的困
难后 , 向门头沟区总工会代
办处申请了互助保障理赔。 为
了让职工尽早收到互助金，职
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拿到材料
后认真审核， 并及时报送至北
京办事处， 第一时间将互助金
发放给本人。 长期以来,好望物
业工会积极为职工投保互助保
障活动， 有效减轻了职工的医
疗负担。截止到目前，该职工共
收到各类互助金77576.64元。

据区职工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五年来，门头沟区职

工互助保障活动 ， 受益职工
4073人次 ， 受益金额 479.9万
元，二次报销138622人次，金额
1688.7万元。 互助保障依托工
会组织， 全力打造 “住院+重
疾+意外” 三位一体的职工互

助保障体系， 以低保费、 高保
额、公益性、互助性为特点，有
效缓解患病职工的经济压力，
让职工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工会
组织的关怀， 获得实实在在的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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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工会“两节”送温暖瞄准7类人群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为打
造整洁优美的生态环境， 喜迎新
春佳节的到来，近日，玉渊潭农工
商总公司职工志愿服务总队在所
属企业五个管理项目内开展了
“以拼搏为美 向行动致敬” 为主
题的城市清洁日志愿服务活动。

隆冬季节，风干物燥。公司职
工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 企业
党团员以及各项目部员工不畏严

寒共同参与到美化、绿化商务区，
净化园区环境的城市清洁日志愿
活动中。领导干部带头参与，大家
通过捡拾垃圾、擦拭公共设施、清
理小广告，积极履行党、团员和志
愿者的服务义务， 努力营造整洁
安全的节日氛围。 特别是工程专
业、安保专业的员工，也利用此次
机会整治设备间、 公区的卫生死
角，为设备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玉渊潭农工商志愿队带头美化商务区

工会“雪中送炭” 职工登门送锦旗

“十三五”期间将构建全覆盖心理关爱服务网点体系

市总命名“职工心灵驿站”达230家
本报讯（记者 张晶）近日，随

着西城区平安医院、 石景山区职
工服务中心等50家单位挂牌 “职
工心灵驿站”，截至目前，北京市
总工会命名“职工心灵驿站”已达
230家。 据了解，这230家“职工心
灵驿站” 分布在全市各区及产业
系统工会，预计“十三五”期间，市
总工会将在全市评选出300家“职

工心灵驿站”，逐步构建起全覆盖
的心理关爱服务网点体系。

记者了解到，已命名的这230
家职工心灵驿站每家都有自己的
特色，通过开设实用适用的场所，
配备所需的软硬件、 营造温馨的
环境， 为职工心理服务工作的有
效持续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据悉， 为使工会心理服务覆

盖到更多的基层职工， 让职工在
工作之余能有一个调试身心、舒
缓压力的绿色空间，自2015年起，
市总工会在各区、各街道（乡镇）、
各企业、 各机关事业单位中推进
职工心灵驿站建设， 通过职工喜
闻乐见的方式， 为职工提供了温
馨的心理服务， 在帮助职工减轻
工作、 生活压力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与此同时，职工心灵驿站还
推进全社会进一步形成了关心职
工心理健康、 提高职工心理素质
的良好氛围， 有效促进了职工全
面发展，体面劳动，幸福生活。

2018年， 市总工会继续面向
全市工会系统开展市总工会命名
“职工心灵驿站”评选工作，经过
单位申报、材料评审、实地调研、

综合评审等程序， 市总工会又命
名了50家“职工心灵驿站”，并给
予每家单位建设补助资金1万元。
此外， 对已建成的 “职工心灵驿
站”，市总工会将会持续给予工作
支持与项目助推，带动“职工心灵
驿站”以职工需求为导向，不断思
考与探索，规范、长效地开展职工
心理服务工作。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记者
昨天从首发集团工会了解到，
2019年工会送温暖活动的对象
由以往的困难职工、 困难农民
工、困难劳模和一线职工等4类
人群扩展到建档困难职工、本
人或家庭成员因患大病、 遭受
各类灾害或突发意外等情况造
成生活困难的职工、 工伤和职
业病致残职工以及因公牺牲职
工的家属、 派驻挂职干部职工
和坚守一线服务岗位一线职工
等7类人群，扩大覆盖面，把集
团党政的关怀和工会组织的温
暖送到广大职工心坎上。

今年元旦至春节前， 首发
集团各级工会组织广泛开展走

访慰问活动， 对集团公司道路
交通、交通枢纽、静态交通、设
施经营、 交通科技五大板块的
一线职工， 对节日期间坚守工
作岗位、 坚持生产的重点基层
站点、 留京过年的农民工进行
走访慰问，积极开展服务，送去
慰问品以及领导的问候和关
怀， 让他们感到集团公司大家
庭的温暖。 特别是对在北京城
市副中心、 冬奥项目建设等重
点工程一线工作的职工， 工会
组织将送温暖到现场、到岗位，
深入了解他们节日期间的生活
状况， 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实
际困难和问题， 通过组织看电
影、联欢会、游园、吃团圆饭等

活动，丰富他们的节日生活。
据了解， 在开展困难职工

慰问过程中， 各二级单位工会
积极落实 “两级” 帮扶救助机
制，研究、制定、落实本单位的
帮扶救助制度， 在走访慰问中
详细了解每户困难职工家庭的
实际状况，并切实做到“四清”，
即：“家庭状况清、致困原因清、
思想状态清、 脱困需求清”。要
结合实际， 进一步研究完善精
准帮扶的方法和措施， 成立互
助小组、明确帮扶负责人、定期
走访、适需帮扶，切实落实“一
户一档案、一户一计划、一户一
措施”的工作要求，提高困难职
工解困脱困工作的实效。

良乡开发区工会为职工送“健康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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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政策， 提高三项慰问

活 动 标 准 。 一 是 提 高 全 年 节
日 慰 问标准 。 其中 ， 全年节日
慰问标准可由全年支出总额一般
不高于当年本级工会预算支出的
30%提高到一般不高于当年本级
工会预算收入的50%。 逢年过节
工会组织可发放符合中国传统
节日习惯和职工群众必需的生活
用品。 二是提高春节联欢慰问标
准。 工会组织职工开展春节联欢
会、 茶话会活动时， 可为全体参
加人员发放人均150元参与奖 。
三是提高会员生日慰问标准。 会
员过生日时， 工会组织可为会员
购买生日慰问品 （或实物券 ），
标准由200元提高到300元， 慰问
品和实物券会员实名签收。

———送文化， 深入开展普惠
制服务。 春节前夕， 继续开展广
受职工欢迎的文化品牌活动， 如
“暖在京城” 新春音乐会， 荟萃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 中国经
典影视音乐和脍炙人口的歌曲作
品， 让优美深情、 欢乐祥和的音
乐为职工送去浓浓的暖意； 为全
市会员发放30万张庙会票； 开展
“同心同书·祖国新春好” 书法文
化惠民———送万福、 进万家公益
活动暨北京市总工会送温暖活动
等系列活动和普惠服务项目。

———送服务， 推进暖心驿站
建设和服务。 突出“暖心”“便捷”
的特色，与知名企业合作，在苏宁
小店、北京银行网点、中石化加油
站、 链家门店等地建立职工暖心
驿站9650个，为劳动者提供热饭、
热水、充电、小憩、如厕等服务，并
统一“职工之家”和“职工暖心驿
站”标识，让职工随时随地能找到
工会组织。

———送爱心， 搭建公益 “暖
心桥”。 北京市总工会和各级工
会搭建起一座 “暖心桥”， 呼吁
广大职工群众献爱心， 参与 “温
暖义卖·爱心送福” “公益班车”
等送温暖活动项目， 同时还将开
展 “一元捐”、 “十元捐”、 募集
爱心春联和 “福” 字， 号召社会
组织在社会公共区域开展职工捐
款、 救助资金发放、 爱心送福、
爱心捐赠品义卖、 职工闲置物品
现场互换等活动， 推动全社会营
造帮扶互助的温暖氛围。

“在今年送温暖活动中， 我
们将通过以上五个方面实实在在
的暖心举措， 努力把对职工群众
的关心、 关爱、 关怀做细落实，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工会组织的
温暖送到全市广大职工的心坎
上， 切实保障广大职工欢欢喜喜
过新春。” 北京市总工会有关负
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