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2
月1日上午， 通州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尚祖国等
一行， 分别到潞河医院、 通州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东直门中医
院通州院区和玉桥街道等四家单
位慰问并送上慰问金。

慰问过程中， 尚祖国与一线
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 详细了解
了全区防控工作安排、物资储备、
具体措施和落实情况。 对工作人
员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无私奉献
表示感谢，并指出，一定要严防死

守，全面落实检查、消毒、排查等
各项措施。要守住防疫屏障，直至
取得防治工作的胜利。 同时叮嘱
他们在顺利完成防控工作的同时
务必做好自我防护。

据了解， 本次慰 问 共 涉 及
全区抗击疫情一线 单 位37家 ，
总金额达166万元。 下一步， 通
州区总工会将继续发挥职工 “娘
家人” 作用， 做到 “党有号召、
工会有行动”， 带领全区职工同
心协力 ，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

通州区总工会爱心慰问送进防控一线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通讯员
蒋汶桐）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教育
工会获悉， 北京高校附属医院根
据有关部门安排， 共派出8支由
144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驰
援湖北疫区。 全市教育工会各级
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 为共同抗
击疫情， 保障教职工健康和生命
安全贡献力量。

1月25日，在接到上级通知后
几个小时内， 北京大学三所综合
性附属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就各选派了20名来自重
症、呼吸、感染、急诊等科室的精
兵强将， 组成医疗队携带大量药
品和物资赶赴湖北。

1月25日晚8点， 协和医院接
到上级通知组建医疗队， 在院党
委的领导下， 全院各职能部室和

门诊科室迅速行动，3个小时内，
来自感染内科、重症医学科、呼吸
内科、 护理部等科室部门的21人
队伍就集结完毕。

1月26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直门医院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
医院接到上级通知， 分别组建了
20人的应急中医医疗队伍赶赴武
汉支援。

1月27日下午1点， 首都医科
大学宣武医院接到上级通知，12
名医疗队队员火速集结，20分钟
就全部到达医院。当日，清华长庚
医院在不到24小时里迅速集结来
自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感染性
疾病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普
内科等科室的3名医师和8名护理
人员加入北京医疗支援队。

同时， 全市教育工会各级组
织也积极行动起来。 北京市教育

工会为高校附院安排34万元专项
资金， 用于防控疫情一线医护人
员的慰问和为家庭解决实际问
题。上述单位和有关医学院校、附
院的教育工会也放弃假期休息，
投入资金、采购物资、保障应急医
疗支援，并看望慰问坚守在急诊、
发热门诊、感染科、儿科等本职工
作岗位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及时
送去工会组织的温暖。

据不完全统计， 北京市教育
工会系统已有46所高校工会投入
资金115万元，用于慰问校医院医
护人员、后勤人员和广大教职工，
把慰问品和口罩等防护用品送到
一线值班人员手中。 各高校工会
还积极参与防控小组， 制订教职
工防控新型冠状病毒预案等工
作，为共同抗击疫情，保障教职工
健康和生命安全贡献力量。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西城区
总工会机关将筹备成立由党组成
员、 副主席带队的党员疫情防控
分队， 支援大栅栏街道社区疫情
防控工作。 这是记者近日从西城
区总工会党组扩大会上获悉的。

据悉， 西城区总工会积极响
应区直机关工委行动倡议， 筹备
组建党员疫情防控分队， 队员仅
限于区总工会机关工作人员，按
照自愿报名的方式参加。 西城区
总工会党员疫情防控分队将由党
组成员、副主席带队，按照两个批
次，每个批次12人的规模，支援大
栅栏街道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同

时， 区总工会还将设立疫情防控
工作专项资金， 集中购买一批口
罩、消毒液及防护用品，为疫情防
控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据西城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区总工会机关还将采取召开视频
会议、分开就餐、卫生清理等综合
防控措施，加强个人防护，防止交
叉感染。并严格落实疫情日报告、
零报告制度，按照“早发现、早报
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的要
求，及时掌握人员动态情况，扎实
做好疫情监测、 排查、 预警等工
作，确保无遗漏、无死角。

西城区总工会将建党员疫情防控队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
市总工会迅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
务院的决策部署， 认真落实市委
市政府和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要
求， 第一时间团结动员首都广大
职工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迅速行动 成立7个专
项工作组

1月23日上午，市总工会召开
全市工会系统疫情防控工作部署
会，全市各区、委办局、企业180多
家工会组织参加。会议强调，要坚
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 以对首都职工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市总
工会迅速成立领导小组， 由市总
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郑默杰任
组长、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同时成
立7个专项工作组，统筹做好全市
工会系统防控工作、 机关系统防
控工作、 对口支援地区疫情防控
援助、信息报送、典型报道、网络
舆情监测等工作。

春节假期， 市总工会通过网
络、电话等多种形式，召开5次党

组会和1次主席办公会，先后下发
《北京市总工会关于推动做好本
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市总
机关系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对全市工会组织如何发挥作用、
市总工会机关及直属单位做好防
控工作进行详细部署。 全市各级
工会迅速行动， 通过致职工的一
封信、电话短信微信提醒等形式，
迅速将会议精神、 工作要求传达
到每名工会干部和职工。

发动职工积极投入疫情
防控阻击战

据了解， 市总工会依托各级
工会组织及职工之家、 暖心驿站
等服务阵地和报纸、网站、微信公
众号等工会媒体， 面向全市职工
开展宣传， 教育引导职工落实个
人防控责任， 配合相关部门加强
预警、解疑释惑，使职工正确认识
疫情、提高防范意识，坚定信心决
心、科学合理预防。指导各区总工
会和教育、金融、工业（国防）、政
法卫文、交通运输、建筑、服务、市
直机关等产业工会， 组织动员各
行各业职工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
力军作用， 主动投身疫情防控阻

击战，全力做好医疗救治、交通运
输、物资生产、服务保障等工作。

市属医疗机构在全力做好本
市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于1月27
日派出首批137人医疗队驰援武
汉。各大金融机构纷纷捐款，免费
为防控一线医护人员提供保险，
并推出缩短防控物资信贷流程、
免收防疫专项捐款手续费等10余
项金融服务保障措施。 工业国防
系统部分国企加班加点生产负压
救护车、防护用品，调配输送CT、
DR等医疗设备和防护物资。 铁
路、航空、快递等交通运输行业企
业优先保障运往武汉的口罩、消
毒液、 护目镜、 防护服等防护物
资， 积极做好客流高峰期间的防
疫工作。

设立专项资金 为一线
人员送保障

作为职工 “娘家人”， 市总
工会设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预防控制工作专项资金”， 并
通过配备防护物资、 保障人员休
息、 解决家庭困难等多种形式开
展慰问 ， 为医疗机构 、 卫生防
疫、 交通运输等防控一线工作人
员， 送保障、 送温暖、 送服务，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职工身
边。 截至2月1日， 市总工会、 各
区总工会、 各产业工会系统累计
拨付专项资金5945.52万元 ， 用
于开展慰问工作。 其中， 市总工
会下拨专项资金1250万元， 重点
慰问全市救治定点医院和发热门
诊的医护人员， 以及参与援助湖
北的医疗救助队伍； 各级工会拨
付专项资金4695.52万元 ， 用于
慰问一线医护人员和交通运输、
秩序维护、 物资生产、 社区防护
等涉及城市运行、 民生保障的一
线党员干部、 职工群众等。

市总工会职工互助保障服务
中心将参与抗击疫情的一线职工
和职工家属均纳入重大疾病、 意
外伤害、 住院津贴、 互助互济慰
问金等保险保障范围， 简化理赔
手续、 取消医院限制、 开通绿色
通道、 无纸化办公， 第一时间保
障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及
时关注对口协作地区疫情防控工
作， 给予湖北省十堰市总工会专
项帮扶资金28.5万元。

持续加强工作指导 全
力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同时， 市总工会机关系统各

部门、 各单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按照市总工会党组部署安
排，全力以赴、科学高效做好各项
工作。各部门、各单位制定全面防
控工作方案，明确组织机构、工作
措施、应急值守安排，迅速建立台
账， 重点做好假期返京人员保障
和管理工作。 北京康复医院按照
全市卫生系统安排参与防控，与
属地对接，成立专家组，开展医护
人员应急演练和专项业务培训。 1
月28日，由6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
疗救援队， 加入北京第三批驰援
湖北医疗救援队伍。 职工体育服
务中心取消马戏表演、 冰雪嘉年
华等经营活动。 各单位加强领导
带班，强化办公区域管控，加强卫
生清理和消毒防疫作业， 全力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

春节后返京大人流即将到
来， 防疫工作到了更加紧要的关
头。 据了解， 市总工会将进一步
加大慰问帮扶力度， 做好参与抗
击疫情一线职工的服务保障工
作。 继续指导各级工会组织为疫
情防控防治一线职工送慰问金慰
问品， 配备防护用品， 加强心理
疏导， 帮助解决后顾之忧。

成立7个专项工作组 依托职工之家等服务阵地 设立防控专项资金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记者
从市总工会温暖基金会获悉，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
后， 市温暖基金会于2月1日设立
“温暖武汉”项目，倡议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和广大职工伸出援助之
手，汇聚点滴力量，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奉献爱心、传递温暖。
截至记者发稿，共收到22767位爱
心人士捐款361.79万元。

据了解， 市温暖基金会设立
“温暖武汉”项目，倡导全社会的
爱心人士和广大职工伸出援助之
手， 捐款可通过扫二维码和银行
转账方式进行， 对于物资捐赠的
类别，包括：防护类用品如医用防
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医

用口罩 、N95口罩 、防护服 、护目
镜、医用帽、手术衣、防冲击眼罩、
防护面罩、 乳胶手套/丁腈手套、
鞋套/靴套；消毒类用品如速干手
消毒液、84消毒液/消毒泡腾片 ；
诊断类用品如手持红外体温测试
仪、诊断试剂等。

据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所捐资金及物资主要用于
武汉、 北京及其它相关地区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
医护人员的慰问、帮扶和救助，还
为抗击疫情提供保障的职工开展
慰问、帮扶和救助。

“温暖武汉”项目发布后，一
天时间收到12840位爱心人士的
捐款185万余元。各工会通过公众

号、微信群积极转发，广大职工和
爱心人士热烈响应，微信劳模圈、
亲友圈、朋友圈、同学圈、同事圈、
同行圈里掀起捐款热潮。 北京市
温暖基金会将通过微信公众号定
期公布捐赠数据，接受监督；凡是
捐赠成功100元（含）以上的爱心
单位、 爱心人士都可以向市温暖
基金会提出开具个人捐赠票据的
需求。 爱心人士将捐款截图和联
系人姓名、电话、邮寄地址、捐赠
金额、 身份证号码以及发票抬头
等相关信息发送至温暖基金会邮
箱bjswnjj@163.com， 市温暖基金
会审核无误后， 将第一时间为捐
赠的爱心单位、 爱心人士提供开
具个人捐赠票据。

市总工会多措并举全力投入疫情防控

用于武汉、北京等地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慰问、帮扶和救助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设立“温暖武汉”项目

北京高校附属医院8支医疗队驰援湖北

市教育工会系统积极行动共同抗击疫情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近日获悉， 昌平区总工会为昌平
区卫健委工会送去慰问金10万
元， 积极做好奋战在疫情防控医
疗一线的职工的慰问工作， 进一
步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

同时，昌平区总工会及时利
用 “昌平职工” 微信公众号推送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抗击新型
肺炎疫情倡议书》，向广大职工发

起倡议： 自觉按照科学指引做好
个人防护，少聚会，少出门，勤洗
手，讲卫生，增强自我防控意识的
同时，科学认识疫情，应对疫情。

据了解， 昌平区各级工会干
部、 工会社会工作者迅速动员起
来，按照市委、区委的统一指挥，
参与到基层社区、 村的联防联控
和群防群控工作中去， 协同其他
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昌平区总工会微信推送疫情防控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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