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新春春礼礼包包
送送进进一一线线

22日，通州区总工会启动“两节”
送温暖活动， 对节日期间坚守岗位
的600余名通州区法院法官、干警，驻
守运河森林公园的通州区园林绿化
局职工，以及西藏拉萨市挂职干部，
为他们带去了内蒙古对口帮扶奈曼
旗的杂粮、小米、葵花籽油等特产和
新春福包等慰问品。 今年通州区总
工会除慰问近千名通州区一线职
工、44名挂职干部及挂职专业技术人
员外，还将走访慰问7户困难职工，为
每户送去2000元慰问金及米面油等
慰问品。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西长安街工会送温暖覆盖千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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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将为不同学段单身教师群体开设联谊专场
本报讯（记者 任洁） 北京市

教育工会近日举办第一届“京师
缘”———爱开始的地方单身青年
联谊会，为教育系统内单身青年
搭建婚恋平台。 据悉，“京师缘”
将作为品牌固定下来，今年将为
不同学段的单身教师群体开设
相应的联谊专场。

当天， 参加活动的共计100
余人，来自数十所市属高校和多
家教委直属单位，还有来自钓鱼
台国宾馆、中国银行、华夏银行、
大唐电信、中铁勘察院、宣武医
院等单位的单身青年；女士略多
于男士。通过一个个小游戏的开
展，青年们逐渐活跃起来，有心
仪的人就记下编号，大胆一点的
还主动出击。活动结束后，双方

互有眼缘的有31对，表白9对。
市教育工会当场向活动组

织方“搭搭桥”授予“北京市教育
系统单身青年服务品牌” 称号，
双方将共同打造“京师缘”品牌，
今年将陆续举办不同学段的单
身教师联谊会，帮助他们扩大交
际范围，早日找到心仪对象。

30岁的北京服装学院从事
教学管理工作的吴老师温婉美
丽，但身边多为女同事，缺少适
龄匹配的男性。这次收到工会通
知后她马上报了名，学校工会主
席张运菊陪同前来。“社会上的
交友会有很多不可信的地方，由
工会举办则极大保证了可信度，
这样的活动特别有必要，希望以
后能多举办。”吴老师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会常
务副主席刘俊虹当天前来为本
校4名单身教师助阵。 她和其他
高校的几位工会负责人一直关
注着场内动态，鼓励教师勇敢上
台展示自己，主动寻找缘分。

市教育工会常务副主席邱
爱军表示，按照中央对工会工作
普惠化、常态化、精准化要求，教
育工会运用“互联网+”思维，打
造服务教职工的婚恋交友平台，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为单
身职工寻觅情感归宿提供精准
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享受美好
生活。 平台实行封闭式管理，不
向社会开放，会员通过单位工会
报名， 安全性和匹配度较高，以
更好满足单身教职工需求。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
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两
节”走访慰问送温暖系列活动启
动，本次活动涉及地区非公企业
职工、快递从业人员、环卫工人、
农民工、劳模、困难职工等各类
人员约1000人。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先后
对北京太极信息系统技术有限
公司、 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北京隆盛
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10余家
地区非公企业进行走访慰问，了
解企业工会的工作情况及遇到
的困难，向企业征求了对街道总
工会的意见和建议。

在对快递小哥、在施工地农
民工、 街巷保安等慰问活动中，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为这些在
地区工作的一线人员送去了水
果和方便面等慰问品，并为他们
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维护地区
正常生活秩序致敬。

在对地区劳模、 困难职工、
大病职工进行走访慰问的活动
中，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将米、
面、 油等慰问品送到他们手中。
“工会把关怀和温暖送到了我们
心坎里，让我们知道了，党和政
府始终惦记着我们。” 一位困难
职工说。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主席

陈金喜表示， 工会是职工的家，
是职工坚实的依靠，今年，街道
总工会将进一步加大普惠力度，
充分发挥作用，让更多的职工感
受到工会的温暖，尽可能地为他
们的健康生活和愉快工作创造
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促进职工队
伍稳定与社会和谐。

本报讯（记者 马超） 近日，
中国太平集团领导来到北京分
公司对患重病员工进行慰问 ，
为员工送来了关怀和温暖。

2018年3月， 北京分公司银
行保险部的一位外勤员工不幸
罹患了肺癌， 花费近10万元医
疗费。事情得到北京金融工会、
集团和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 。
2019年1月18日，中国太平集团

工会主席张惠萍来到北京分公
司慰问了患病员工， 并送来了
北京金融工会、集团、总公司和
分公司的慰问金。 张惠萍询问
了员工的病情及治疗情况 ，并
表示公司将给予持续关注和支
持 ，期待她早日康复 。同时 ，经
过公司工会的申请与协调 ，第
一时间为该员工申请到了6000
余元的集团职工互助金。

太平人寿北京分公司重病员工获互助金

本报讯（记者 唐诗） 近日，
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总工会迎
春节送温暖活动正式启动。

街道工会主席张秋芬带领
服务站工作人员对辖区独立建
会企业、劳模、困难职工和志愿
者进行了集中走访和慰问 ，给
他们送去了米面、食用油、鸡蛋
等慰问品。 在走访辖区独立建
会企业时， 张秋芬与企业负责

人及企业工会主席进行了沟
通， 深入了解建会企业职工需
求， 叮嘱企业工会主席要认真
履职， 加强对职工的关心和支
持，当好职工“娘家人”。

在走访困难职工时， 张秋
芬详细了解了困难职工的家庭
生活情况， 鼓励他们要树立信
心， 并表示街道总工会将尽最
大努力提供支持和帮助。

苹果园街道工会入户走访倾听心声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
近日， 顺义区石园街道总工会
联合港馨第一社区党支部开展
“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 书画名
家送春联慰问活动。 10余位书
画家参加了此次活动， 现场为
职工免费写春联、 写福字、 送
祝福。

活动中，书法家为街道各社

区联合工会的职工现场书写了
100多副精美的“福”字和春联，
送上了节日的美好祝福。 他们
不吝笔墨， 把对基层职工的关
爱、祝福展现在了春联上，表达
到了笔墨中。“金猪贺岁民争富
玉犬庆功国泰安” 等喜庆的话
语充满了浓浓的年味， 受到了
职工群众的好评。

石园街道邀书法家手书春联送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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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园林林工工人人
带带福福回回家家

昨天中午 ， 东城区绿化一
队的园林工人一回到队里， 就
看到满地福字和春联。 据东城
区园林绿化工会主席陈景林介
绍， 此次邀请东城区文联书法
家协会春节走基层文化小分队
的书法家们为近百名务工人员
书写福字春联， 希望农民工将
福带回家。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春
节即将来临，21日，房山区教育
工会携手北京车库， 为房山教
育工会全体员工提供1000份广
西砂糖橘和1000份汽车保养免
工时券的专享活动。

房山区教育工会主席刘东
表示， 房山教育工会始终坚持
职工为本，基层为重，不断健全
完善职工服务体系， 加大服务

职工工作力度， 推进工作重心
下移 ，资源下倾 ，服务下沉 ，普
惠职工。切实把工会办成“职工
之家 ”， 当好职工群众信赖的
“娘家人”。 北京车库经理王汉
超表示， 北京车库一直致力于
为房山区广大教职员工服务 ，
下一步将携手房山教育工会不
断创新服务方式， 为工会组织
和职工贡献一份力量。

房山教育工会携爱心企业为职工送福

本报讯（记者 马超） 23日，
在新建淮安东站项目办公区 ，
淮安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
席金珂为一线建设者和农民工
兄弟送上地方特产、 坚果等慰
问品。

“淮安东站项目工期短，为
了确保如期交付，春节期间，全
体管理人员和工人一起坚守岗
位 。” 项目书记乔建新告诉记

者。据了解，新建淮安东站工程
位于江苏省淮安市高铁新城核
心区，是连接连淮扬镇铁路、徐
宿淮盐城际铁路、 宁淮城际铁
路、淮蚌快速铁路、京沪高铁二
线5条高等级铁路的全国铁路
客运枢纽站，采用线上式+线侧
式的综合大型站。 该工程计划
2019年5月31日完成主体混凝
土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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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建工淮安项目职工喜收暖心礼

教育工会搭建“京师缘”婚恋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