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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名工会社工有了“娘家” 将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 组织一次主题活动

寒冬送暖 工会行动

西城区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工会成立

豆各庄地区工会系列活动送关爱

怀柔区总工会赴怀安县开展帮扶对接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记者
昨天获悉， 西城区专职工会社会
工作者工会成立。 自此， 118名
西城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有了
“娘家”。

新当选的西城区专职工会社
会工作者工会主席王萌介绍，因
为会员分散在整个西城区， 为了

便于开展活动，根据就近原则，将
会员划分成了16个小组。 “我们准
备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 组织一
次主题活动。 ”王萌介绍说，目前，
计划三八妇女节， 组织开展慰问
活动； 五一劳动节， 天气逐渐暖
和，组织健步走春游活动，在休闲
健身的同时，帮助大家释放压力；

国庆节，组织一些文体活动，为大
家提供展示风采的舞台。

“以前， 我们一直是职工的
‘娘 家 人 ’ ， 现 在 属 于 自 己 的
‘家 ’ 也建立起来了 ， 特别高
兴。”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服务
站常务副站长赵娟说， 西城区专
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工会成立后，

她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归
属感更强了， 对以后工会工作更
有信心了。”

西城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从招录第一批社工到现在已
近三年时间， 西城区的工会专职
社工队伍越来越成熟， 制度也越
来越完善。此前，为了提升工会专

职社工的政治意识和业务水平，
西城区总工会开展了两期培训活
动。今后，西城区总工会每年都要
开展不少于2次的综合素质教育
培训活动， 同时积极组织工会专
职社工参加市总工会的教育培
训， 为工会专职社会工作者业务
水平的提升增添助力。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为
切实把工会组织的关怀送到职
工的心坎上，实现精准化帮扶，
做好职工生活保障服务，近日，
朝阳区豆各庄地区总工会开展
了“暖帮扶、暖互助”系列活动。

据了解，活动中，豆各庄地
区总工会为地区困难职工送上

了慰问金。 重点慰问家庭收入
在低保线边缘的职工 ， 以及
家庭成员有重病导致生活困
难的职工会员 。 本次慰问涉
及5家建会单位的7人， 与此同
时， 基层工会也为困难职工送
上了“娘家人”的关爱。

此外， 豆各庄地区总工会

还为地区会员投保住院医疗、
重大疾病等多种互助险， 参保
人员达到768人次，参保金额2.
99万元。协助7名会员办理保险
理赔相关事项，协助6名职工会
员完成大病抚慰申报工作，协
助1名职工会员办理子女意外
伤害理赔。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近
日， 西城区大栅栏街道总工会
召开困难职工座谈会， 深入了
解困难职工情况， 并发放慰问
金。 当日， 北京宜诚厚商贸有
限公司、 北京戴月轩湖笔徽墨
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江南绣
锦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谦祥益
丝绸有限责任公司的基层工会
主席、 负责人及部分困难职工

或家属参加此次座谈会。
座谈会上， 街道总工会主

席李玉萍先向困难职工传达了
市区两级总工会关于职工帮扶
相关文件精神及大栅栏街道总
工会职工帮扶救助办法， 并为
每名困难职工发放了救助金
2000元。随后，深入了解职工需
求及愿望， 并鼓励大家要树立
战胜困难的勇气。

记者了解到， 今年大栅栏
街道总工会除了继续做好城市
困难职工脱困工作， 加大对因
重病、 残疾等无法脱困的困难
职工家庭托底帮扶， 做好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企业职工
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帮扶救助
外， 还将对已脱困职工开展回
头看、 再走访， 建立解决职工
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大栅栏街道困难职工获慰问

陶然亭街道职工收到暖心福袋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近

日， 西城区陶然亭街道总工会
开展了以“对广大职工的关怀，
更好地服务广大职工， 营造欢
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为主题的
冬日送福袋活动。 凡手机下载
“北京工会 12351”APP并绑定
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会员预

订成功后， 可到现场领取一份
冬日暖心福袋。

活动现场， 领取的队伍排
成一条“长龙”，职工打开系着
的红绳，里面装着红豆、绿豆、
薏米等健康杂粮以及毛巾等一
系列日用品。

“岁末寒冬，街道总工会用

好礼送祝福，温暖了职工的心，
在此祝愿辖区会员身心健康，
生活快乐，工作顺利。这样做不
但增强了职工对企业的归属
感， 更激励着广大职工全身心
投入本职工作， 以更加饱满的
状态迎接崭新的2020年。”陶然
亭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介绍。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近日， 顺义区高丽营镇总工会
正式启动 “两节 ” 送温暖活
动。 包含保温杯、 手套、 护手
霜等物资的 2000份 温 暖 包 ，
将陆续被送至企业一线职工
手中。

据了解， 高丽营镇总工会
“两节”送温暖活动将从1月6日
持续至20日，活动主题为“情系
职工、工会相伴”。活动期间，高
丽营镇总工会将企业一线职工
群众作为重点对象， 集中开展

走访慰问活动， 把党和政府的
温暖以及工会组织的关爱送到
职工的心坎上。

除此之外， 高丽营镇总工
会还将根据镇域内企业实际情
况， 对各行各业的职工们予以
充分关注， 以求进一步发挥好
服务型工会作用， 增强职工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该镇总
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 下一
步 ,高丽营镇总工会将继续加
大对一线职工的慰问力度， 加
强对留京过年的职工及节日期

间仍坚持在一线岗位的职工进
行密切关注， 传递工会组织对
职工群众的关心， 做好春节保
障工作。

高丽营镇将加大节日在岗职工慰问

琉璃河镇总工会800份温暖包送职工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为切实关爱低温天气下职工的
身心健康， 近日， 房山区琉璃
河镇总工会面向全镇范围内持
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职工开
展 “幸福暖冬， 关爱随行” 冬
季送温暖活动。 此次活动共为

会员准备了800份温暖包 ， 受
到了大家一致欢迎。

据了解， 此次活动旨在推
动改善职工生产生活条件， 确
保职工平安过冬。 琉璃河镇总
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 多年
来 ， 镇总工会坚持以职工为

本 ， 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服
务， 把 “送温暖” 工程打造成
为职工排忧 解 难 的 “ 暖 人
心 ” 工程 ， 不断增强工会组
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充分调
动了职工建功立业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为在 “两节” 期间落实
《怀柔区助力怀安县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实现
北京市怀柔区总工会与河北省张
家口市怀安县总工会对口帮扶工
作的深入、 有效、 持续开展， 1
月8日， 怀柔区总工会副主席崔
晓阳与北京大星发商贸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等赴怀安县总工会，
就对口帮扶工作进行对接。

座谈会上， 双方分别介绍了
工会工作开展情况。 随后， 怀柔
区总工会介绍了此次 “精准扶贫
有你有我———免费领取怀安特
产” 项目情况， 双方对接企业代
表也表示将全力做好服务此次项
目的各项工作。

据崔晓阳介绍， 怀柔区总工
会依托消费扶贫在全区营造了良
好的精准扶贫政治生态， 赢得广
大职工的良好口碑。 本次项目合
作将委托北京大星发商贸有限公
司， 从怀安县采购当地当年新产
小米12500公斤， 用于该区工会
会员 “精准扶贫有你有我———免
费领取怀安特产” 两节专享服务
项目， 预计可服务会员职工5000
人次。 “此次精准对接怀安是区
总工会深入巩固 ‘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 以普惠
制为原则、 以消费扶贫为抓手、
以精准扶贫深远影响为动力， 大
力度研究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
事， 深入开展帮扶对接工作的再
次有效实践。”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赵明） 中建二局一公司上海分公
司在滁州片区项目举办了 “不忘
初 心 担 使 命 ， 携 手 迈 进 新 征
程 ” 第一届 “超越杯 ” 职工文
化节 ， 分公司领导班子 、 各部
门、 职工代表、 新员工代表200
余人参加。

本次文化节分为三个篇章共
16个节目， 都是由分公司机关、
各项目自编自演， 有青春洋溢的

舞蹈、 诙谐幽默的小品、 激情澎
湃的诗歌朗诵 、 振奋人心的歌
曲、 美轮美奂的手影舞和精彩编
排的三句半、 魔术等， 节目表演
内容丰富 、 形式新颖 、 精彩纷
呈、 掌声迭起。

经过3个多小时的精彩演出，
文化节在全场大合唱 《歌唱祖
国 》 的嘹亮歌声中圆满落下帷
幕， 台上台下始终洋溢着欢快的
笑声， 汇成欢乐的海洋。

中建二局项目职工自编自演过文化节

(上接第１版)
同时 ， 协议达成了休假 、

劳保 、 体检制度 。 连续工作一
年以上的本企业职工 ， 在享受
病假 、 婚假 、 丧假 、 产假 、 育
婴假 、 探亲假 、 事假 、 工伤假
等假期待遇的基础上 ， 享受年
度内带薪年休假待遇 。 企业按
时发放职工劳动安全卫生和降
温保暖等劳动防护保护用品 。
企业每年安排一次在岗职工体
检和女职工妇科体检。

协议约定，企业在为职工缴
纳五险一金的基础上，加入一份

职工互助保险。 企业根据工作岗
位特点、条件和要求，建立职业培
训制度， 对职工进行有计划的培
训。 企业应优先聘用市区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连续三年评为
先进、业绩突出者和工龄长、资历
老的职工。

据了解， 位于平谷区的北京
归山陵园有限公司， 是经北京市
民政局批准并直接管理的园林式
陵园墓地类别的特殊服务型企
业，诞生于1994年，2019年转制为
平谷区国资委所属企业， 占地面
积130多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