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5日上午， 西城区总工会在北京坊东广场举办“不忘初心喜迎新中国成立70年， 牢记使命服务职
工送清凉” 活动启动仪式， 区人大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李会增，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张中
喜， 区总工会副主席许畅出席启动仪式， 来自公安、 出租车、 快递、 保安等户外行业单位一线职工代表
60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笔者打开本次活动赠送的清
凉包， 看到包内共有风扇、 创可
贴、 冰袋等8样物品， 从预防蚊
虫叮咬， 到缓解外伤、 中暑， 从
多种角度为地区职工的夏季工作
提供有效保障。

创可贴：
地区保安任务重， 在日常巡

逻、执行任务中难免会受到外伤，
创可贴可有效保护职工安全。

便携冰袋：
具有预防中暑的功效， 快递

小哥进行户外工作时， 可起到降

温功效。
盐酸小檗碱片：
用于防止中暑， 在炎热的夏

季，快递、公安等行业长期在户外
工作， 使用盐酸小檗碱片可有效
防止中暑，保障地区职工的健康。

水杯：
快递小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

了便利， 便携水杯可让快递小哥
随时喝上一口洁净的水。

毛巾：
便于携带， 户外工作者在出

汗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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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动传递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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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送清凉”活动累计10万余人次受益

牛街街道总工会送安全， 工
作更安心。 7月1日至7月5日， 牛
街街道总工会开展了为期一周的
第二期 “送清凉” 活动。

在第一期的 “送清凉” 活动
中， 牛街街道总工会总共发放了
2000份夏日洗漱清凉包， 主要包
括花露水、 沐浴露、 洗发水、 风
油精、 毛巾等防暑降温物品。 第
二期的 “送清凉” 活动， 牛街街
道总工会为职工发放了980套夏
凉被和600本有关安全生产的书
籍和手册， 并督促相关企业负责
做好高温期间的安全生产和防暑
降温工作， 合理调整工作时间，
尽量避免高温时段作业， 确保广
大职工度过一个健康、 清凉、 安
全的夏季。

大栅栏街道总工会面对面、
心贴心 、 实打实服务职工 。 近
日， 为深入贯彻 “面对面、 心贴
心、 实打实、 服务职工在基层”
的服务宗旨， 大栅栏街道总工会
给职工们送去防暑洗护用品、 送
去工会关怀， 让职工快乐生活、
健康工作。 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大栅
栏街道总工会不仅将继续进行
“夏日送清凉” 的活动， 在其他
方面的工作也会继续跟进， 来确
保职工会员们的权益。

展览路街道总工会 “送清
凉” 进企业。 近日， 展览路街道
总工会副主席张志平带领工会服
务站站长及办公室工作人员走访
了中关村科技园区西城园管理委
员会和德宝饭店， 并送去清凉慰
问品。 本次走访不仅体现了展览
路街道对辖区大企业发展的关注
和关怀， 更体现了街道以党建为
引领促进工会建设、 促进地区发
展的决心。 接下来， 总工会还会
继续深入企业， 了解企业需求，
为企业发展提供助力。

西城区卫健委盛夏 “送清
凉”， 助力新医改。 为助力北京
医耗联动综合改革的顺利实施，
保障职工身心健康， 体现工会组
织对职工的关爱， 近日， 西城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会开展 “关爱
职工 ， 夏送清凉 ” 及 “情系职
工， 助力医改” 活动。 该活动于
医改启动后第二日上线， 会员通
过 “北京工会12351” 手机APP
预订参加活动， 领取清凉解暑的
饮料共计3000份。

与此同时， 西城卫健委工会
将精心准备的遮阳伞、 茶叶、 水
杯、 花露水等7样防暑降温物品，
于6月底前发放到从事高温高热
岗位的2355名职工手中， 为职工
们在酷暑时带来一丝清凉。

基 层 动 态

基层工会在行动

西城区总工会“送清凉”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现 场

在启动仪式上， 李会增首先
为本次活动致辞， 李会增表示：
“工会是职工之家， 当前， 西城
区正处于区域发展转型与管理转
型的关键时期。 我衷心希望这次
活动能够起到一个带头作用， 带
动全区各级工会组织积极行动起
来， 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 全面
开展全区性送清凉活动， 特别是
要认真落实防暑降温、 劳动安全
保障措施， 关心职工身体健康，
关注职工生产生活， 及时把清凉
与关爱送到每个企业 、 每个班
组、 每个高温岗位和每一名职工
手上， 确保广大职工清凉度夏、
平安度夏， 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实现生产和安全两不误。 同时，
我也衷心希望全区广大职工要不
忘初心， 发扬光荣传统， 积极投
身西城发展建设， 在共建共治共
享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努力为中
央政务区营造更好环境， 让职工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切实展现首
都功能核心区科学治理、 品质提
升新成效、 新面貌， 以优异成绩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随后， 西城区区总工会领导
向60名职工代表赠送了出租车夏
天开车适用的冰垫、 驱蚊膏等贴
心清凉礼包。 张中喜在为快递员
送清凉包时， 在了解了他们平时
工作的情况后表示， “今年北京
天气异常炎热， 但正是大家的艰
苦付出， 才保障了市民足不出户
就可以随时收到物品， 你们是最
伟大、 最光荣的， 今后你们在工
作中遇到困难时可以找工会， 我
们就是你们的 ‘娘家人’。”

活动现场， 收到清凉包的职
工代表纷纷表示， 这些防暑用品
不仅为他们送来了凉意， 更体现
了市、 区总工会对职工的关爱之
情， 他们将以此为动力， 在工作
岗位上为西城区的城市建设做出
更多贡献。

高温送关怀
快递出租一线最光荣

亮 点

打卡学先进 不忘初心勇争先
在今年的 “夏送清凉” 活动

中， 西城区总工会创新性地融入
了五星劳模矩阵打卡活动， 职工
可以通过打卡劳模匠人基地， 观
看劳模视频 、 转发分享获取积
分， 根据积分兑换相应的奖品，
提高职工参与度。 “通过网络力

量为50位 ‘大都工匠 ’ 打卡点
赞， 兑换清凉品， 以便让职工有
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企业也积
极参与到为职工服务的公益服务
中， 发动全社会力量关爱职工，
送清凉。” 区总工会副主席许畅
介绍道。

背 景

全区总动员 百万清凉惠职工
西城区总工会副主席许畅表

示， 今年区总工会共投入200万
元用于开展 “送清凉” 活动。 其
中， 137万元用于制作清凉包和
茶叶， 发放到一线职工手中， 同
时向29家基层工会拨款63万元专
项送清凉经费。 全区各基层工会
响应区总工会号召， 共投入资金
600万元开展 “送清凉 ” 工作 ，
惠及职工10万余人。 今年的活动
除了给职工送来清凉包以外， 还
有很多其他 “送清凉” 的方式，
比如给一些从事户外工作的职工
送冰镇的西瓜等。 目的就是做好

职工防暑工作， 保证西城区职工
平安度夏， 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
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

“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 工会工作是党的群
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日
送清凉’ 活动是工会服务职工的
一项特色品牌， 也是区总工会贯
彻落实市总、 区委关心职工工作
系列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 。 以
后， 区总工会将开展更多更丰富
的活动， 努力为广大职工提供更
好的服务， 让职工更有获得感、
幸福感和归属感。” 许畅介绍道。

精准服务 贴心“送清凉”

晒 清 凉 包

▲大栅栏街道总工会开展
“送清凉”活动

荨牛街街道总工会开展 “送
清凉”活动

西城区卫健委开展“送清凉”活动

展览路街道总工会开展 “送
清凉”活动公安、快递、出租车行业职工

代表参加“送清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