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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两节” 慰问中， 大兴区
各基层工会也都早早的全力投入
到慰问活动中 ， 慰问走访老党
员、 退休老干部、 大病职工， 贴
心的送温暖活动一个都不落下，
让职工感受到了来自 “娘家人”
浓浓的问候。

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
大兴区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
施剑一行人员， 来到大兴区总工
会“双百双千”对接村榆垡镇曹辛
庄村，对村内老党员进行慰问，送
去了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在与老党员和村两委工作人
员的亲切交流中， 施剑表示， 将
继续依托区总工会的资源优势，
帮助曹辛庄村解决实际困难和问
题， 继续推动城乡基层党组织互
帮互助常态化、 长效化。

在瀛海镇， 共有15名大病职
工， 赶在春节前， 瀛海镇党委和
镇总工会为他们送去了职工应急
救助专项温暖基金救助金， 共计
51000元。 今后， 镇总工会将继
续秉承 “娘家人” 的角色， 做好
帮扶救助工作， 帮助大病职工渡

过难关， 搭建好党和职工群众间
的桥梁。

今年 “两节” 送温暖， 亦庄
镇总工会对5名大病职工进行了
慰问， 并发放了慰问金。 镇总工
会副主席郭金山深入了解职工们
的生活及工作情况， 叮嘱职工们
一定要保重身体， 鼓励他们树立
信心， 积极面对战胜困难， 并送
上了节日的祝福， 祝他们过一个
祥和、 愉快的春节。

在每家每户忙着过新年的时
候， 工会组织不忘传承和发扬劳
模精神的劳动模范们。 1月13日
至16日， 黄村镇总工会副主席盛
亚 杰 带 队 走 访 慰 问 了 镇 域 内
13名 市级劳动模范 。 送去了慰
问品和市、 镇两级工会慰问金，
也送去了党、 政府和工会组织的
亲切关怀。

在劳模家中， 工会干部详细
了解劳模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生
活情况， 对劳模关心关注的问题
一一解答， 并感谢劳模为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提前预祝他
们新春快乐。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大兴区总
工会关于关爱帮扶职工相关工作
精神和 “送温暖” 行动的工作要
求， 大兴区服务工会早早的启动
了送温暖活动。慰问中，市餐饮行
业协会副会长吴承、 区服务工会
副主席刘玲共同走访慰问了部分
餐饮企业， 了解了企业的经营情
况，职工的生活工作情况，同时对
企业集体协商工作进行调研，了
解企业负责人及企业职工对集体
协商工作的知晓度、满意度。

本次 “送温暖” 活动的开展
不但使餐饮一线职工切实感受到
工会的关怀， 还让职工们对集体
协商工作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魏善庄镇总工会则积极响应
“一元捐、 十元捐” 爱心捐款的
倡议 。 转发倡议通知到辖区企
业； 转发 “大兴微工会” 捐款倡
议信息至朋友圈 ； 张贴倡议公
示， 多种方式倡议职工献爱心 ，
倡导大家互助互济、 公益奉献，
为社会发展汇聚正能量。 所献爱
心资金将用于帮助临时困难职工
走出困境。

□本报记者 孙艳

Yweekl
今今日大兴

岁末寒冬送温暖， 浓浓关爱显真情。 因病致困的职工、
疫情防控救治的一线医务人员、 劳动模范、 老党员， 这些
让工会组织牵肠挂肚的群体， 在这个春节， 全都收到了来
自大兴区总工会的慰问， 这份情意里， 不但有精准帮扶，
还有工会 “娘家人” 的关怀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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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牵动着每个人的心， 在这场突
如其来的战 “疫” 中， 大兴区一
线医务人员逆向前行 、 无惧风
险、 迎难而上。 他们守护着人民
的安康， 而他们也让无数人牵肠
挂肚。 在这非常时期， 大兴区总
工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防疫抗
病的一线医务人员送去 “娘家
人” 的关怀和温暖。

春节期间， 原本完成两节送
温暖任务的大兴区总工会对冲在
一线的医务工作人员启动了紧急
帮扶和慰问， 筹措资金150万元，
由大兴区卫健委工会购买慰问品
包括口罩、 消毒液等慰问品， 发
放 给 救 治 防 护 一 线 医 务 工 作
人员。

目前， 已经分别为大兴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区人民医院、
广安门医院南区、 区中医结合医
院安装热水器共计7台， 为20余
家医疗机构配备方便面800箱 。
同时， 针对救治防护一线医务工
作人员的困难需求， 通过配备救
治防护期间生活必备品、 到有困
难的一线医务工作人员家庭开展
敬老助幼志愿服务活动等形式，
为有困难的救治防护一线医务工
作人员解决实际困难， 消除后顾

之忧。
医务人员的家属也牵挂着工

会人的心， 大兴区总工会第一时
间摸排了一线职工及家庭困难，
立刻启动了走访慰问工作。 1月
30日， 大兴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郭金江， 党组副书记、 常务
副主席牛玉俊分别带队走访慰问
坚守防疫抗病岗位一线医务人员
及家属， 送去保障物资及党和政
府的关怀。

大兴区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主席牛玉俊带队到庞各庄
镇中心卫生院走访慰问医护工作
人员， 了解疫情防控情况并对坚
守防疫抗病岗位一线医务人员表
示感谢。 在一线医务人员家中，
牛玉俊详细了解双医务人员职工
家庭实际困难， 叮嘱职工家属有
困难要及时联系工会、 社区， 并
感谢他们对子女的理解支持。

与此同时， 110份配有洗发
水、 香皂、 消毒湿纸巾、 牙刷等
生活用品的 “暖心服务包” 也送
到了区人民医院防疫抗病岗位一
线医务人员的手中。 下一步， 大
兴区其它三家发热门诊定点医疗
机 构 的 一 线 医 务 人 员 也 将 陆
续 收 到大兴区总工会送去的暖
心慰问。

新春佳节， 工会最牵挂的一
定是困难职工， 特别是因大病至
困的职工。 为了让他们安稳、 祥
和的度过年关 ， 进入腊月直到
年根， 大兴区区委书记周立云，
区委副书记、 区长王有国， 区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邵恒，
政协北京市大兴区委员会党组书
记、 主席吴问平， 大兴区委副书
记霍光峰，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郭金江等区级领导的档期安
排的满满的， “慰问团” 兵分多
路， 挨家挨户对大病职工进行走
访慰问， 沉甸甸的慰问金和暖心
的 “大礼包” 亲自送到职工和家
属的手中。

记者了解到， 为职工解决燃
眉之急，两节期间，大兴区总工会
对全区因重大疾病、自然灾害、突
发事件等各种原因造成临时生活
难以为继的， 实施临时应急帮扶
救助， 并对辖区患大病临时困难
群体的慰问帮扶。 根据苦难程度

的不同，共对120个突发疾病困难
职工给予3000元到50000元的救
助帮扶， 共发放应急款169万元，
慰问品米面油120份。

每到职工家中， 领导们与职
工及家属亲切交谈， 详细了解他
们的生活状况、 治疗恢复情况，
鼓励他们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和
良好的生活习惯， 坚定信心， 鼓
起勇气与病魔作斗争， 早日恢复
健康。 同时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和
慰问物资， 向他们致以新春的问
候和祝福。

聊家常、 忆往事、 问需求，
每到一家， 各位领导都详细的询
问患病职工身体恢复情况及实际
困难， 鼓励职工及家属要保持良
好心态， 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和
决心， 争取早日康复。 并告诉他
们党和政府时刻牵挂着他们， 会
与他们心连心， 一起渡过难关，
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 生活
一定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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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 （右） 到患病职工家
中慰问

大兴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 区
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郭金江 （左） 到患病职
工家中慰问

大兴区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主席牛
玉俊 （左一） 到庞各庄镇中心卫生院走访慰问
医务工作人员

瀛海镇总工会慰问困难职工

大兴区总工会及时把慰问品送到防疫救治一线医务人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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