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请
公司员工少聚会、 不聚会， 少旅
行、 不旅行； 如有不适， 及时就
诊； 请不要前往武汉等疫情高发
地区……” 面对疫情， 北京轨道
公司工会第一时间发出 《致全体
职工的一封信》。

连日来， 轨道公司每天投入

1万元左右， 用于一线运营值班
人员的口罩和防护手套等， 为一
线职工提供保障， 并为职工上班
提供各种防护措施。

同时， 公司工会第一时间发
布致全体职工的一封信， 目前正
按照上级工会和公司党委要求，
密切跟进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轨道公司工会日投万元保障员工健康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很暖
心、 很及时、 有困难知道找谁了
……连日来，一条以“有困难，找
工会！”为题的消息火遍了北汽职
工的朋友圈，随之发布的《北汽职
工防范知识读本》 也在北汽职工
中广泛传播。

随着疫情感染人群的持续增
加，防控工作压力日渐增大。职工
在京如何应对疫情？ 返京职工如
何防范？复工如何避免感染？一系
列问题牵动着北汽集团工会的
心， 也为疫情期间工会工作的开
展提出了很大挑战。

按照市总工会、 集团党委相
关部署要求， 结合北汽职工队伍

分布广、 行业多样、 办公类型不
同、 承担支援武汉任务重等实际
情况， 北汽集团工会从七个方面
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通知》，并明确提出，疫情期间，
全体职工有困难，找工会！

为了确保节后每名职工的安
全和健康， 北汽集团工会特联合
相关部门及集团物业服务保障单
位整理编制了 《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 肺 炎 职 工 防 范 知 识 读 本 》 ，
《读本》 从工作区域防护、 个人
防护 、 居家防护 、 病毒相关知
识、 就医流程五个方面进行详尽
说明， 为北汽职工提供切实的应

对指导方案。
为了全方位服务职工， 在制

定防范《读本》的同时，北汽集团
工会将加大疫情期间职工关爱力
度， 重点关注家属是一线医务人
员和援鄂医护人员的职工， 千方
百计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
的困难； 同时启动临时期应急救
助机制， 发挥北京市职工互助保
障体系、北汽职工大爱基金、北京
市职工大病儿童基金三大平台作
用，切实解决职工困难。

据了解，“有困难， 找工会！”
成为疫情期间北汽集团工会服务
职工的宣言， 也是北汽工会人抗
击疫情的决心书。

本报讯 （记者 陈曦）记者近
日获悉， 中关村科学城总工会携
手非公科技企业职工向武汉市普
仁医院捐赠了1.3万只医用口罩。
目前，这些口罩已经正式发出，通
过快递空运的方式运抵武汉。

据介绍， 1月23日， 中关村
科学城总工会第一时间响应武汉
地区关于接收社会各界爱心捐赠
的社会公告， 决定调动一切资源
筹措物资 ， 寻找医疗物资供应
商， 建立疫情防控货物采购联系
渠道。 当晚， 科学城总工会直接
协调到具备优质口罩供货能力的
海外供应商， 并决定通过紧急采
购， 携手非公科技企业职工捐赠

1.3万只医用口罩 ， 全力支援武
汉抗击疫情。

记者了解到， 为号召中关村
科学城非公科技企业职工参与其
中， 中关村科学城总工会开展了
“积分捐”活动。职工在工会会员
服务平台上， 使用50积分可兑换
一个口罩捐赠名额 （每人限兑3
个）。届时，中关村科学城总工会
就以职工个人名义捐出一只口
罩。仅一天时间，3382名非公科技
企业职工就参与了该活动。

与此同时， 中关村科学城总
工会与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
院就捐赠物资进行了对接。据悉，
武汉市普仁医院是一家三级甲等

综合性医院， 也是湖北省卫健委
公布的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医疗救治和发热门诊定点医
疗机构。 中关村科学城总工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我们将所有口罩
进行整理打包， 还在外包装箱上
贴上了‘武汉加油’的字样，希望
能为武汉的医务工作者， 为武汉
人民加油打气。”

除了携非公科技企业职工向
武汉捐赠1.3万只医用口罩，中关
村科学城总工会还为驰援武汉火
神山医院建设的北京高能时代环
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紧急调
配解决防疫物资， 守护这些职工
的健康安全。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为
做好疫情防控服务工作， 近日，
房山区总工会进行了专题研究并
提出了五项措施， 为疫情防控工
作做好保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房山区
总工会迅速成立区总工会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李建坡任组长， 党组成员任副
组长， 各部室负责人任组员的领
导小组， 及时传达各级疫情防控
会议精神和区委、 市总工会工作
部署，研究落实各项工作举措。

二是开展专项慰问。 房山区
总工会向区卫健委提供专项慰问
款共计5万元， 用于慰问奋战在
防控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 支持
他们全力以赴投身到防疫抗病工
作中， 真正发挥工会组织作为一
线医务工作者 “贴心人” 和 “娘

家人” 的支撑作用。
三是做好防控宣传。 向各基

层工会发出 《做好全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提出行动倡议，要求各基
层工会引导广大职工居家或外出
时做好防控措施， 少聚会、 少旅
行，不去或少去人流密集场所。

四是加强信息上报。 防控过
程如发现异常情况， 及时前往医
院发热门诊就诊， 并向所在工会
组织报告， 以便第一时间做好隔
离排查工作。

五是建立工作机制。 区总工
会强化单位责任 ， 健全工作机
制， 落实防控措施， 迅速建立台
账 ， 做好本单位及所属事业单
位、 工作人员及所管工会专职社
会工作者的管理和防控工作。 并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
用， 层层落实党员责任。

大兴区总工会一对一服务解决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后顾之忧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谢谢
工会看望我们， 给家属提供周到
的服务。家里有什么急事，一个电
话就来了。”2月1日上午， 仁和医
院一线医护人员刘晓娜的家中迎
来了特殊客人， 他们是来自大兴
区总工会的志愿者， 为医护人员
刘晓娜的家人送来米面油等生活
必需品。

为解决一线医务人员的后顾
之忧， 大兴区总工会通过开展敬
老助幼志愿服务活动等形式，解
决困难一线医护人员家中老人孩
子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困难，为
奋战在疫情防控工作最前线，舍
小家、 顾大家的医护人员家属送
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
一线医护人员奔赴战场， 加班加
点， 而留在家中的亲人成为他们
心底时常的牵挂。 刘晓娜老公家
族遗传高血压，常年药物维持，无
法从事劳动，需长期在京租房，经
济压力较大。为战胜疫情，刘晓娜
在小产后不足一个月便主动请缨
加入发热门诊， 并将孩子送回老
家由老人照看。“作为医护人员家
属， 我们一定会做好安全防护和
后勤保障工作， 让晓娜无后顾之
忧地开展工作。我们相信，在党和
政府的领导下， 我们一定可以打
赢这场阻击战。”提起妻子，刘晓
娜的丈夫坚定地说。

据统计， 大兴区目前共有13

户有困难的医护人员家庭。 区总
工会对13户家庭制订台账， 实行
一户一册，动态监管，建立包户联
系制度，科级以上干部包医院，科
员包户， 逐一落实到每个具体人
身上，做到无缝对接，有需求的家
庭第一时间到场解决， 职工志愿
者也加入其中。

大兴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大兴区困难一线医护人员家
属需求在哪， 服务就跟到哪。”目
前， 大兴区已走访慰问10户有困
难的医护人员家庭。根据需求，大
兴区还将为一线困难医护人员家
属提供随叫随到、 免费送货到家
等贴心服务。同时，实行每天和家
庭对接联系机制， 随时补充家庭

所需，做好后勤保障。
目前， 大兴区已向一线医护

人员公布区总工会热线电话和公
共邮箱， 让医护人员及时找到工

会组织。同时，建立专业心理咨询
热线团队，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
通过心理专家为一线医护人员提
供专业的心理疏导咨询服务。

医护人员家属需求在哪 服务就跟到哪

从工作区域防护、个人防护等五个方面提供指导方案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感
谢公司对我们一线员工的关怀，
这批口罩来的太及时了。” 为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 近日， 北京石油分公司紧急
从全市各大药店购入一批医用口
罩 、 消毒液 、 体温计等防护用
品， 第一时间发放到所属加油站
员工手中。

自北京市总工会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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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来， 北京石油工会第一时间通过
工作群传达市总工会紧急会议精
神， 落实具体工作要求。 以微信
工作群、 微信公众平台为载体，
建立工作沟通渠道， 收集好的经
验做法以及特殊时期员工在工作

生活上的意见建议， 鼓舞员工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

同时， 通过公司公众平台发
布 《北京石油分公司工会关于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的倡议书》，号召广大员工和各级
工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 为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
配合行政做好防护物品采购，从
工会经费列支3万余元为加油站、
油库一线员工购买口罩、消毒液、
洗手液等防护物品； 动员全体员
工加强自我防护， 每天对作业场
所进行消毒。节日期间，公司领导
及基层工会主席到加油站一线慰
问一线员工， 送去节日慰问品及
慰问金， 现场了解基层在生活中
和工作中的需求，并积极解决。

北京石油公司工会甘当职工好后勤

中关村科学城职工捐赠医用口罩支援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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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行动

房山区总工会“五举措”保障疫情防控

做好一线医务工作者的“贴心人”

工工会会爱爱心心物物资资温温暖暖
小小汤汤山山医医院院建建设设者者

2月2日， 北京市政路桥市政
集团工会， 将牛奶、 火腿肠、 方
便面、 八宝粥、 香蕉、 矿泉水、
消毒液、 湿纸巾等物资送到正在
昼夜奋战修建小汤山医院的一线
职工手中， 为他们解决最直接、
最迫切的生活问题。 现场， 有职
工反映夜间在零下七八度的环境
下施工十分寒冷， 工会又火速定
购50件军大衣送到项目部 。 此
前， 市政集团工会已第一时间向
项目部拨付慰问金3万元。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北汽职工疫情防控知识读本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