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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节节日日坚坚守守一一线线
工工会会及及时时送送暖暖

大展鸿途、高朋满座、春满京
华……节日期间， 为了对坚守一
线的商业职工表示慰问， 东城区
总工会邀请职工书画家， 在王府
井百货大楼现场为职工及顾客书
写书画作品， 为他们送上节日的
祝福。
本报记者 边磊 万玉藻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
员 金星月 ） “两节 ” 期间 ，
中建一局三公司爱琴海购物公
园项目部联合社区在河南省商
丘市开展了以 “温暖回家路 ，
欢喜过大年” 为主题的冬日暖
阳志愿活动。

项目部13位管理人员成立
了先锋志愿者服务队， 为奋斗
在一线的工友提供姜汤、热水、
食品、药品、测量血压和购票等
暖心服务， 同时提醒他们一定

要做好冬季的各项安全防控工
作 。同时 ，项目还为环卫工人 、
快递员等城市服务者设立了爱
心驿站，为他们献上暖心服务。

中建一局三公司爱心温暖回家路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近
日， 密云区委副书记刘颖、 区
政协副主席、 工会主席何丽娟
带队走进密云区绿色循环经济
产业园、 城建六中医院建设项
目组、 宝城客运公司等单位和
企业， 慰问 “两节” 期间坚守
工作岗位的一线职工， 并为他
们送去了 “新春大礼包 ”。 至
此， 密云区总工会2019年 “两
节” 慰问一线职工， 走访困难
职工， 探视大病职工等一系列
“送温暖” 活动相继开展， 共有
3000余名职工在 “两节 ” 期间
收到来自工会的问候和祝福。

据 了 解 ， 密 云 区 总 工 会
2019年 “两节 ” 送温暖活动已
于1月初下发通知并启动， 各基
层工会组织根据上级要求开展
丰富多彩的迎新春、 送温暖活
动。 何丽娟表示： “我们要求
要广泛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深
入基层、 企业、 车间班组和劳
动模范、 困难职工家中， 慰问
各行各业职工 ， 为他们送去工
会组织的温暖和问候； 对节日
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职工， 工
会组织要送温暖到现场、 到岗
位，深入了解他们节日期间的生
活状况，尽力为职工解决实际困

难；并通过组织看电影、联欢会、
游园、吃团圆饭等活动，丰富职
工的节日生活；同时，要紧密结
合困难职工脱困解困工作，逐户
走访了解困难职工家庭实际情
况， 详细询问了解生产生活诉
求，推动落实帮扶政策，切实提
高帮扶工作实效。 ”

据统计， 密云区现有困难
职工30名， 在全面落实市总工
会 “两节” 送温暖活动内容的
基础上， 密云区总工会领导班
子成员分组逐一对困难职工进
行走访慰问， 并为困难职工送
去米面油等慰问品。

密云工会“两节”为3000余职工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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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琳琳） 记
者近日从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
服务中心获悉， 2018年11月-12
月， 保障中心收到水暖管爆裂
申报材料80人次， 累计赔付金
额28.2万元， 2017年11-12月水
暖管爆裂累计赔付19人次， 累
计赔付金额6.8万元， 受助人次
增长率为421%， 受助金额增长
率为414%。

据了解， 供暖季到来之际，
保障中心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多
种宣传方式宣传了申报 《非工
伤意外伤害及家财损失综合互

助保障计划》 中的因水暖管爆
裂导致家庭财产损失保障活动
的具体操作及保障内容， 让越
来越多的职工了解有关水暖管
爆裂互助保障活动。 一旦职工
家中因水暖管爆裂导致家庭财
产损失的， 经审核符合申报条
件， 将及时给予赔付 ， 最高可
获10000元互助金。

据悉， 同期保障中心收到
水暖管爆裂咨询电话125起， 大
部分的职工咨询的问题是不确
定家中发生的水渍情况是否符
合申报条件。 本项保障活动的

申报条件是自水渍事故发生两
年之内申报有效， 保障的是职
工能提供合法产权证的北京地
区的房产， 除职工自己家中水
暖管爆裂产生水暖管爆裂造成
的损失外， 楼上住户、 隔壁邻
居、 楼道共有的水暖管爆裂导
致职工家中墙面、 房顶、 地面
受损的情况也符合申报条件。

目前， 该项保障活动得到
了职工的一致好评， 让职工遇
到突发水渍事故时不再手足无
措独自承担受损结果， 在寒冷
的冬季给职工带去温暖。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记
者昨天从北投集团获悉， 春节
假期， 通州城市副中心行政办
公区仍有1200余名工勤人员奋
战、值守在服务保障一线。

为了让节日期间坚守岗位
的广大工勤人员感受到节日的
喜庆与温暖，除夕当晚，北投集
团在工勤人员召里住宿区举办
了“金猪贺岁 ，欢乐祥瑞 ”为主
题的春节联谊晚会。 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 北投集团有关领导
与百余名工勤员工欢聚一堂 ，

共庆新春佳节。 大家一起观看
中央电视台春晚，一起做游戏、
抽奖，还吃了热腾腾的饺子。

据了解， 行政办公区召里
住宿区的建成， 是北投集团参
与城市副中心建设、 为市委市
政府等市级机关顺利搬迁提供
服务保障的重要举措， 整个住
宿区由北投集团利用当地拆迁
后废弃厂区进行改造， 历时不
到半年就建设完成，2018年9月
正式迎接第一批行政办公区工
勤人员入驻。

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千余职工春节在岗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两
节”期间，东城区永外街道总工
会主席纪筱彬以及服务站全体
人员分多路走访慰问辖区38家
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管理
和基层工会工作情况， 并送上
新春祝福以及慰问品。

在 企 业 工 会 主 席 联 席 会
上， 街道工会向辖区30家独立

建会企业征询了2018年工作意
见，2019年工作期望。 据了解，
今年街道将在服务企业、 服务
职工上，通过各种活动的召开，
提高职工凝聚力，并了解企业、
职工所需， 解决企业、 职工所
难。同时希望在新的一年中，各
企业、 职工会员能够一如既往
地支持工会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张瞳） 记者
近日从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了
解到，节日期间，该公司党委书
记朱廉、 经理张超一行来到公
交保修三厂就深化改革、 客运
服务保障、安全生产、精准帮扶
等工作开展走访慰问工作。

领导先后走访了天坛南门
车间、张仪村车间以及靛厂、亦
庄等重要低保场站， 为职工带

来了花生、 瓜子、 水果以及春
联、福字等慰问品，并向全体职
工拜年 。 在广安门车间三厂 ，
领导检查了保修生产车辆维护
车间库房改扩建、 发动机热磨
间整体升级改造工程的落实情
况， 并要求干部职工扎实做好
维车保运和客运技术服务保障
工作， 妥善处理好遇到的各项
重大问题。

公交保修分公司暖心慰问送进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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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手作作嘉嘉年年华华 邀邀职职工工过过年年
近日， 来自东城区建国门街道9个社区的200余位小微企业职

工、农民工和环卫工人相继来到干面胡同文体活动中心，亲手制作
属于自己的过年小物件儿。这是街道总工会“工会邀你来过年”———
春节手作嘉年华活动的现场。本次活动还特别设计了游戏环节———
套圈，让大家回味儿时的过年场景。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近
日，首开集团携手市总温暖基金
会，邀请京城书画名家为首开集
团职工“爱心送福”。活动当天，
市总温暖基金会邀请十位京城
书画名家挥毫泼墨，共计赠送春
联、福字近400套。

市总工会温暖基金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爱心送福”活动是
通过公益笔会等方式，向擅长书
法的志愿者募集爱心春联和
“福”字，用他们的技艺为职工提
供爱心，再由温暖基金会将这些
爱心传递到职工身边。

据了解 ，今年 “两节 ”期间 ，
温暖基金会为意外及大病困难
环卫职工发放大额救助金、开展
慰问奥运工程建设者等活动外，
还为职工送上救助金、 春联和

“福”字等节日慰问品。
“感谢书法大家的捐赠 ，感

谢温暖基金会在首开集团举办
送福活动，把书画家们亲手创作
的作品带到我们集团。” 首开集

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李晓莉
告诉记者，感谢市总工会把温暖
传递到首开职工的手中，这是一
种文化的滋养，更是对首开集团
建功新时代的鼓舞。 刘欣欣 摄

首开携手温暖基金会为职工迎春送福

去年11月—12月80人次获赔付28.2万元

慰问一线职工 走访困难职工 探视大病职工

永外工会多路走访征企业、职工所需

职工家中水暖管爆裂最高可获万元赔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