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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情情暖暖返返乡乡路路
春节前夕， 为保证在京

务工的工友顺利返乡， 过上
团圆年， 中建二局北京分公
司第八项目党支部组织 “关
爱农民工 情暖返乡路”暖心
活动。截至目前，该党支部已
累计协助80余名工友通过互
联网订好了“暖心”车票。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鹏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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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门头沟区总工会召开2018年
度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总结考核
工作会。 权益部相关人员、 专职
集体协商指导员、 相关企业工会
代表、 企业管理者代表、 各街道
（镇） 及石龙开发区工会集体协
商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中， 四位专职集体协商
指导员汇报了全年工作任务完成

情况及存在的不足， 并为2019年
做出了工作计划。 参会单位代表
对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进行工作
点评并填写了测评表。

下一步， 门头沟区总工会将
继续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
坚持以市总工会业务指导为抓
手， 进一步加强维权工作力度，
结合全区创城工作， 将工会工作
做到实处。

门头沟工会结合创城部署2019年集体协商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葛雨承 程红梅）“我们中国的汉
字， 落笔成画留下五千年的历史
……” 近日， 随着陈柯宇的歌曲
《生僻字》的响起，怀柔区杨宋镇
总工会举办的汉字连连看活动拉
开帷幕，来自该镇机关工会的200
余名职工参加了此次竞赛活动。

赛场上 ， 大家以组为单位 ，

根据评委给出的汉字内容， 由组
员依次在田格纸上写出自己所在
序号对应的笔画， 最终组合成一
个完整的词语， 以用时最短、 完
全正确的标准评出胜负。 整个活
动新颖、 简朴， 却可以让大家在
游戏中领略汉字之美， 弘扬传统
文化内涵， 引起大家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共鸣。

杨宋镇机关工会200职工竞猜汉字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西城区卫计委工会组织开展了
“EAP项目DIY悦心·减压工作
坊———水仙花雕刻技艺欣赏与体
验活动”， 吸引了150余名工会会
员参加。

活动邀请了民间艺术大师 、
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员何结峰带领
大家一起制作专属自己的水仙
花。 老师先为大家展示了许多造

型优美的水仙花作品， 随后介绍
了水仙花雕刻的造型原理、 雕刻
顺序、 盆养管理等专业知识。 在
老师的指导下， 大家戴着手套，
一步步完成了雕刻。 区卫计委工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后还将通
过为职工提供多层次、 高品质、
专业化 、 常态化的心理减压服
务， 提升职工解决心理压力的应
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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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卫计委工会会员体验水仙雕刻

遇特殊天气或可终止或减少职工户外工作
本市首份快递行业劳动保护集体合同出炉

“把海淀问候带回家”走近环卫工人
80余位外来务工人员获定制大礼包和春联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近
日，“把海淀的问候带回家”系
列送温暖活动转站欣中基清洁
服务（北京）有限公司的海淀区
马连洼街道环卫项目部， 为那
里的8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送上
了海淀区总工会的暖心祝福。

海淀区总工会党组书记牛
爱忠亲自将包有瓜子、大枣、驴
打滚等食品的红色定制大礼包
递给每一名职工， 还赠送了海
淀区职工书法家们为他们特意
书写的春联。 来自山西运城的
47岁班长朱红生说：“没想到工
会还挂念着我们外地来京打工
者， 更没想到领导和工作人员
亲自上门将礼物送到我们手
中。 我们会在新的一年继续努

力工作。”
牛爱忠说： “海淀在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和国家卫生区的
过程中， 环卫工人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主力军作用。 区总工会
带来海淀的问候， 对辛勤工作
了一年的他们表示感谢。”

赵思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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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白莹） “请双方
首席代表及确认企业双方代表到
签约席”……24日上午，随着双方
在合同上签字盖章， 北京市第一
份 快 递 行 业 劳 动 保 护 集 体 合
同———《北京市快递行业2019年
度劳动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出炉。

签约用时虽然仅有3分钟，但
协商过程耗时300天。北京市快递
行业工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这份劳动保护集体合同为维
护快递行业职工的合法权益，规
范行业用工秩序，稳定职工队伍，
提供了保障。去年一年，快递行业
工会联合会与快递协会多次沟
通，充分讨论，通过职工访谈、走
访企业与行政方座谈等形式做了

前期调研工作， 听取职工的意见
需求， 了解快递企业的经营情况
和面临的问题，经过归纳整理，结
合快递行业的特点和实际情况，
确定了就企业和职工都迫切需要
的劳动保护开展专项协商。

据介绍， 专项合同围绕劳动
安全保护的重点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企业及企业工会应加强对职
工进行劳动安全教育、培训。二是
企业应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
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
用品；根据季节变化，采取具体措
施做好防暑降温、防寒保暖工作。
在遇到特殊天气时， 工会建议终
止或减少户外职工工作时间时，
企业应予以考虑。 三是企业应加

强和改善劳动安全条件、 劳动防
护以及女职工的特殊保护工作。
有条件的企业可建立职工之家或
职工驿站，为职工配备饮水机、微
波炉、 淋浴设施等， 方便职工热
饭、洗澡，让职工体面工作。

北京市快递协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王宝华指出， 现在互联
网发展迅速， 人们的购物习惯都
是在网上进行的。 快递行业是现
代服务业，行业发展快，但也不得
不说这还是一个赚辛苦钱的服务
行业， 快递小哥不仅需要风里来
雨里去， 还得靠挤出来的时间吃
饭。 北京市快递行业从业人员11
万人， 其中7万多名是快递小哥，
且98%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 。今

天这份专项劳动保护集体合同的
出炉， 真正从细微处维护了行业
一线职工的切实权益。

目前， 快递小哥的合法权益
普遍存在工作时间长、 劳动强度
大、 劳动保护条件有待提高以及
社会地位不高等情况。 市总工会
权益工作部部长莫剑彬透露：“一
直以来， 工会工作把维权作为工
作主线，其中平等协商，签订集体
合同显得尤为重要。 合同的签订
代表了行业工会干部， 抓住了维
权这个‘牛鼻子’。也希望，随着合
同的履行和宣传， 协商要坚持谈
下去，协商内容还要不断深化。”

北京市服务工会主席孙宇指
出：“合同的签订代表着快递行业

协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习
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
特别提到：‘这个时候，快递小哥、
环卫工人、 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
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
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
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习总书
记的讲话温暖人心又铿锵有力，
令人振奋又备受鼓舞， 体现出对
快递行业的关心关爱， 这对工会
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今
后，我们要加强政治思想引领，增
强做好工会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 要切实履行好工会维权服务
职责，不断提升职工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要加强自身建设，提
升行业工会的工作水平。”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新春
将至， 为了让搬入副中心的职
工群众过上一个温暖祥和的春
节，24日下午，市总工会党组成
员、副主席王永浩，市直机关工
会主席时代新， 市政法卫文工
会主席张树坡， 市政法卫文工
会副主席徐炜， 市卫健委工会
副主席刘凤婷， 通州区总工会
党组成员、 副主席徐淑兰一行
为友谊医院医护人员送去慰问
和节日祝福。

活动现场， 工会组织为友
谊医院的医务人员送上暖心

“福包”和慰问金，并向医生、护
士代表送上新春祝福。 市总工
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王永浩在
慰问时表示， 在新春佳节即将
来临之际， 北京工会为大家送
来新春祝福和慰问物资， 是一
份心意。 他代表市总党组向全
体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大
家的付出和努力。 医务人员用
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
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
誓言，正是他们的默默奉献，守
护着职工群众的健康。 一直以
来，北京工会坚持联系职工、服

务职工， 将党和政府的关心送
到职工身边， 北京工会就是首
都职工的家。

据了解， 市总工会 “送温
暖”活动已连续开展了28年，今
年全市各级工会将在继续做好
“两节送温暖” 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入一线， 为职工群众
解决实际困难， 满足职工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把党和政
府的温暖送到职工群众家中，
帮助他们解决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最操心、
最忧虑、最困难的实际问题。

暖送医务人 情满副中心

北京工会慰问友谊医院医务人员

(上接第1版)
除此之外， 卢爱红表示， 我

国待遇水平稳步提高， 提高了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水平、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最低标准； 失业保险待遇水平
稳步提升； 基金投资运营等工作
取得积极进展， 基金监管进一步
加强。

谈到下一步工作安排， 卢爱
红强调，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
稳妥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加快完善养
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 全面推进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落实
落地； 研究制定参保人员遗属待
遇政策； 探索完善新经济新业态
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 研

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
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大力推
进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
作； 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社会保
险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稳步提高
社会保障待遇水平； 稳步推进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 推动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
运营， 积极推进落实划转部分国
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