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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温暖
传递到职工心坎儿上

顺义区总工会推进专项温暖基金工作见实效

明确标准、确保公平，亮
出制度“先行牌”

开展救助工作既需要爱心和
同理心， 更重要的是要确定好制
度标准来托底。 2017年初， 顺义
区总工会印发了 《关于启动北京
市温暖基金会 (顺义区) 职工专
项温暖基金项目的通知 》 ， 同
时建立健全组织， 成立了顺义区
职工 专 项 温 暖 基 金 项 目 执 行
组 ， 由 主管副主席任组长 ， 职
工服务 （帮扶） 中心主任为副组
长， 配置两名工作人员， 从组织
人员架构上保障了该项工作的顺
利进行。

经过深入调研和反复论证，
基金救助范围确定： 救助对象为
顺义区在职职工、 参加工会组织
并缴纳工会会费、 且持有北京市
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工会会
员。 在面向全区正式推广专项温
暖基金的同时， 还明确了相关申
请标准和申报程序， 确保救助工
作的公平公正， 公开透明。

救助标准主要分为医疗救
助、 突发事件和意外灾害救助、
困难职工及单亲女职工子女助学
资助。

医疗救助方面， 工会会员本
人及直系亲属 （仅限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 患重大疾病， 享受医疗
保险、 北京市在职职工医疗互助
保障计划后生活仍难以维持的，
依据其在二级以上医院自付医药
费用金额， 提供最高2万元的救
助金。 困难职工系统里的职工自
付额度在10万元以上的， 经专项

基金执行组按照相关评审程序，
经主席办公会研究决定救助额
度， 最高不超过5万元。

突发事件和意外灾害救助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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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事故 （火灾、 水灾等） 认定书，
给予最高1万元的救助。

困难职工及单亲女职工子女
助学资助方面， 在档困难职工家
庭子女，在大学二年级以上（含大
学二年级）就读的，每年给予2000
元资助。 在档的单亲困难女职工
子女， 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每年
给予1000元资助， 非义务教育阶
段就读的每年给予3000元资助。

凡符合专项基金救助条件的
工会会员， 可向所在单位工会提
出救助申请， 填写 《“北京市温
暖基金会 （顺义区） 职工专项温
暖基金” 救助申请审批表》， 同
时提交需要的证明材料； 职工所
在单位工会对申请材料进行初
审， 并提出审核意见； 审核通过
后由区属二级工会主席签字盖章
之后， 连同相关证明材料一并报
送至顺义区专项基金执行组。 受
助人所在单位工会、 区属二级工
会和区总工会三级工会组织对申
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 确保公
平 ， 保证救助资金用在 “刀刃
上”， 发挥真实效。

拓展阵地、主抓实效，打
出宣传“组合拳”

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 ， 拓宽 “线上线下 ” 宣传渠
道， 推广好政策， 吸纳新捐款。
线上通过 “顺广传媒”、 “顺义
工会” 微信公众号、 微信群、 朋
友圈等新媒体平台进行推广， 发
起倡议书， 呼吁全区爱心人士参
与捐款 。 线下把推进 “温暖基
金” 与 “送清凉”、 “送温暖”、
推进建会等工作相结合， 走进工
地、 走进职工家里、 走进企事业
机关单位， 为职工讲解政策、 为
基层工会负责人培训申报方法，
扩大了单位和职工对 “温暖基
金” 的知晓率， 使每一位有需要
的职工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帮扶，
使每一位想要奉献爱心的人士，
都能够迅速准确地找到捐款渠
道， 在全区范围内树立了良好的
口碑。

在今年两节期间配合市温暖
基金会开展的 “一元捐 、 十元
捐” 活动中， 顺义专项温暖基金
通过印发文件、 发布微信倡议书
等方式进行前期宣传后， 全区各
级工会组织积极响应， 充分利用
自身资源优势将活动效果实现最
大化。

顺义区税务局工会在办税大
厅张贴捐款二维码， 号召工作人
员和办事群众自觉进行捐款； 顺
商集团工会在鑫海韵通百货、 国
泰百货等人流量大的商场宣传栏
内张贴捐款二维码； 石园街道总
工会、 双丰街道总工会等走进社
区， 引导社区居民自觉捐款； 张
镇总工会、 马坡镇总工会、 天竺
综保区工会等走进辖区内的建会
企业， 向企业高层和职工群众大
力宣传。 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

下， 共有1.2万名职工参与活动，
累计捐款额达14.5万元， 收获了
良好的活动效果和社会效果。

转变作风、履职尽责，做
好“贴心”服务

在市温暖基金会的领导下，
顺义专项温暖基金项目执行组进
一步转变工作作风， 深入到职工
群众中去， 以全区27个工会服务
站为基础， 对职工进行点对点的
贴心服务。 目前， 每个工会服务
站都明确了一名 “温暖基金” 工
作联络人， 当职工初次提出申请
后， 工会服务站就会就近指派一
名工作人员全程为职工提供包括
政策解读 、 准备材料 、 审核盖
章、 救助金领取等一系列陪伴
服务 ， 方便职工； 同时， 区总
工会还打通联系职工渠道， 协调
联动各工会服务站深入到职工群
体中去， 时刻关注和掌握职工生
活动态。 通过走基层、 摸情况，
确保需要帮助的职工能够及时享
受到政策帮扶。

在走访调查中， 南彩镇总工
会发现辖区内某印刷厂普通女职
工王某某家里遭遇严重火灾， 因
煤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不仅导致自
家房屋严重破损， 还造成了家中
人员伤亡， 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
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南彩镇总工
会 “温暖基金” 工作联络人在走
访过程中及时发现这一情况， 并
进行上报。 顺义专项温暖基金项

目执行组积极核实受灾程度， 协
助职工填写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
（顺义区 ） 职工专项温暖基金 ”
救助申请表， 申请了一万元救助
金， 帮助职工缓解家庭压力， 化
解了燃眉之急。

巩固成果、优化运行，营
造“暖心”氛围

在现有的机制运行下， 顺义
区专项温暖基金会还对申报材料
的填写、 救助金的领取等实时优
化，更方便职工，营造暖心氛围。

比如： 在申请环节， 以往职
工在填写申请表时， 工会互助保
障报销金额一栏需要自己查询银
行流水进行计算， 2019年开始 ，
基金会通过工会互助保险系统为
职工直接在电脑上查询报销金
额， 为被救助职工省时又省力；
在救助金领取环节， 基金会对教
委、 卫计委、 区属大型国企等单
位采用集体慰问的形式， 通过座
谈会等方式， 为大病职工统一发
放救助金， 既节省时间， 又在单
位内部形成了良好的氛围， 同时
对促进捐款工作形成新动力。

接下来， 顺义区总工会将进
一步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国
工会十七大精神， 坚持以职工为
中心， 竭诚服务职工群众， 推动
顺义专项温暖基金更加有效落
实， 助力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营
造人人献爱心， 爱心永传递的良
好社会氛围。

“扶危济困， 团结广大干部职工互助友爱； 雪中送炭， 彰显社会主义职工之家温暖。” 这是顺义人对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 （顺义区） 职工专项温暖基金” （以下简称 “顺义专项温暖基金”） 成立以来的评价。

自2017年1月1日开始， 顺义区总工会按照市总工会的统一要求和部署， 正式设立 “顺义专项温暖基
金”。 截至目前， 共收到来自全区各级工会组织的捐款123.4万余元， 帮助112名大病职工， 累计救助金达
93.5万余元， 取得了良好的帮扶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为顺义区营造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贡献了工会力量。

两年来， 在北京市温暖基金会的统筹指导下， 顺义专项温暖基金会认真履职尽责、 加强帮扶实效， 团
结带领全区各级工会积极开展 “温暖基金” 的落实工作， 精准服务职工群众， 真正将工会组织和爱心捐赠
者的温暖传递到职工心坎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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