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记者
从北京市温暖基金会了解到，截
至4日下午记者发稿，“温暖武汉”
项目已募集善款1118.77万元，共
计69952人次参与活动。 首笔100
万元善款已于3日捐至武汉市总
工会指定账户。

“温暖武汉”项目开通后，市
温暖基金会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
发布倡议，广泛动员各区总工会、

各产业工会通过微信群、 公众号
等渠道积极转发， 面向教育工会
系统、劳动模范、保安行业、爱心
企业、公益伙伴等重点定向发动。
为确保社会及时了解和跟踪募款
情况，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官方微
博于2月3日上线募款每日公示，
官方微信公众号于2月4日上线募
款定期公示， 接受社会各界共同
监督。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2月4
日，记者从市直机关工会了解到，
市直机关工会设立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专项资
金， 用于疫情防控保障和慰问等
专项工作，并印发《关于拨付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专项资金并加强专项资金使用
管理的通知》，将专项资金及时拨
付到各单位工会账户， 支持机关
各级工会做好疫情防控保障和慰
问工作。

《通知》明确拨付原则。专项
资金的拨付金额本着向疫情发生
以来直接承担防控工作和重大工

程项目的机关单位倾斜， 并充分
考虑普遍关心关爱干部职工的原
则， 拨付至各单位用于疫情防控
保障和慰问等专项工作。

《通知》明确拨付标准。在调
研了解市直机关单位参与防控工
作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两大类6档
拨付标准，共计500余万元。

《通知》明确使用范围。防控
专项资金用于购买必需的口罩、
消毒液、 测温仪等与疫情防控工
作相关的物品物资， 用于本单位
直接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及其
不能照顾的直系亲属的慰问，主
要用于购买慰问品或必需的生活

用品等。
《通知 》 明确使用管理要

求。 防控专项资金要用于疫情防
控保障和慰问等专项工作， 专款
专用， 专项核算。 各单位要加强
本单位防控专项资金的统筹管理
使用， 按照工会隶属关系， 做好
本单位及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的疫
情防控工作。 物资的发放标准由
各单位工会集体研究决定。 在疫
情解除后要及时反馈防控专项资
金使用情况。 市直机关工会将在
2020年全覆盖审计工作中对防控
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专
项审计。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随着新
冠疫情防控工作的持续深入开
展， 广大一线防护工作人员危险
作战、持续作战、高压作战、疲劳
作战，极易出现心理应激反应；广
大职工也会出现焦虑、 恐慌、忧
郁、悲观等负面情绪。为了帮助一
线疫情防控工作人员进行科学的
心理危机干预， 并为广大职工化
解负面情绪，树立积极心态，即日
起，市总工会开通7×24小时心理

援助热线，为广大职工心理赋能，
共克时艰。

据悉，职工心理援助热线为：
4000151123，4000251123，热线电
话7×24小时全天候为职工服务，
全市职工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
可随时拨打心理援助热线进行预
约， 根据预约进行专业咨询师匹
配， 并于1-2小时内回复进行电
话咨询。

心理援助热线为广大职工提

供安全、便捷、私密、专业的心理
服务， 职工的个人信息及咨询内
容将被严格保密。 职工只需保持
电话畅通，静候专业心理服务。

近年来， 市总工会高度重视
职工的心理关爱工作，截至目前，
已在基层建立270家职工心灵驿
站。疫情面前，各职工心灵驿站已
行动起来，通过心理热线电话、危
机干预、 重点人群心理辅导等方
式，为广大职工减压赋能。

全市工会系统已累计投入防控专项资金1.3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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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行动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记者2
月4日从北京市总工会了解到，截
至2月3日， 全市工会系统累计投
入疫情防控工作专项资金1.37亿
元，用于开展慰问工作。

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全国总工

会的工作部署， 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 市总工会
迅速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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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全市各级工会设立 “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预防控制工作专项资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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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工会系统用于开展慰问

工作的1.37亿元专项资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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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区工
会及产业工会系统投入专项资金
1.25亿元， 用于慰问一线医护人
员和交通运输、秩序维护、物资生
产等涉及城市运行、 民生保障的
一线党员干部、职工群众等。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近
日， 顺义区总工会紧急拨付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专
项资金18万元， 集中采购600份
慰问品送到区疾控中心、 卫生健
康监督所以及5所定点发热门诊
的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手
中， 感谢医务人员的辛勤付出。

顺义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疫情爆发初期， 区总工会第
一时间召开会议， 及时印制文件
向区内二级工会组织传达市总工
会和区委有关会议精神， 并成立
区总工会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同
时， 区总工会教育引导所有党员
干部 ，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走在
前、 做表率， 积极协助所在社区
及相关部门做好各项工作。

顺义工会慰问防疫一线医务工作者

市教育工会联合高校线上心理援助服务5天收到18例求助

一对一心理疏导帮职工解心疾增亲情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北京市

教育工会心理咨询中心与北京林
业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1
月31日起推出抗击疫情线上心理
援助服务。截至2月4日，线上心理
援助服务累计接待18名咨询者。

知名专家领衔 线上服
务社会公众

为了更好地帮助师生和群众
化解因疫情带来的情绪危机，市
教育工会心理咨询中心与北京林
业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共
同推出线上心理援助服务， 主要
面向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
疫情而受到影响的全市教职工展
开， 对援助湖北省抗击疫情的各
高校附属医院的医疗队队员和各
附属医院急诊、呼吸、发热门诊等
一线教职工则予以优先保障。

本次活动是以线上心理咨询
形式提供一对一心理援助服务，
每次咨询时间为30-60分钟。

家庭氛围加剧焦虑 建
议学会接纳表达关心

2月1日， 一位正在山东老家
的北林大研究生发出线上求助。
“我最近被自家的狗咬了，需要多
次去医院注射狂犬疫苗， 打针的
医院正在收治发热病人， 所以每
次出去都有点紧张。”同时，平时
经常吵架的女孩父母在这段时期

吵架频率有所提高，每次吵完，不
善言辞的父亲就外出散心， 还总
是忘记戴口罩，让女孩更加焦虑。

市教育工会心理咨询中心专
业负责人、 北林大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硕士生导师雷秀雅教授对她
的心理进行了逐一分析。 雷教授
告诉女孩，在疫情的大背景下，在
家庭和小区环境的双重影响下，
正常人感到紧张是正常的， 她的
情绪是正常的应激反应。“你到医
院做好防护，直线去直线回，到家
后再消毒。”

针对女孩父母关系的问题，
雷教授鼓励女孩和妈妈谈一次，
站在对方立场上去理解， 等妈妈
心态平和后把自己的担忧说出
来。娓娓道来的一席话，终于让女
孩的情绪稳定下来。

放假在家各种不适 建
议适度上网+运动

另一个线上求助者反映自己
这两天出现呕吐、 心脏不舒服的
情况， 去医院做检查却没有发现
相关病变，对照疫情的症状，变得
更加不安。 雷教授告诉对方他确
实没有生理性病变， 只是因为偏
瘦的孩子容易出现消化系统问
题， 加上最近窝在家里吃了过多
油腻食物，又缺乏运动，所以身体
有些不适。

一位高三学生表示最近一直

关注疫情，看了很多负面信息，没
心情再去学习，对此，心理教师安
慰他学生对热点事件的关注是好
事，但要适度关注，减少对学业的
影响。“可以在自己最犯困的时间
段上网浏览新闻， 其他时间就专
心复习，只有自己学到本事，将来
才能报效祖国。”这个学生答应下
来，高高兴兴结束对话。

开设公共事件心理健康
微课

为了做好抗击疫情线上心理
援助服务， 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的60多名师生放
弃休息，分成3个小组，展开个案
咨询、讲课、发布信息等工作。能
够做心理咨询的12名老师全部报
了名，并主动上传时间表；所有的
日常总结、 文档都是心理专业的
学生制作的。

中心还面向全校师生及社会
各界人士开设公共事件心理健康
微课， 确定了14个与疫情相关的
心理主题， 包括知名专家朱建军
的“避疫与休闲”、李明的“安于不
安：大疫当前的心理建设”、訾非
的“如何面对无聊”等。

雷秀雅表示，“我们要对疫情
进行理性分析，要相信国家、相信
权威， 不要随意在网上搜索各种
信息。在家时可以做家务、锻炼，
增加亲情相处的机会。”

工会心理援助热线全天候为职工服务

支持机关各级工会做好疫情防控保障和慰问工作

市直机关工会设立防控专项资金

“温暖武汉”项目已募集善款1118万元

工工会会慰慰问问品品送送进进防防控控一一线线
2日，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总工会将400份慰问品分别送到节日期

间奋战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一线的职工手上。 据了
解，疫情发生以来，街道机关干部、社工及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一直
坚守岗位开展疫情防控调研等工作。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上接第１版)
此外 ， 本市将加强对生产

经营困难企业的指导服务和支
持力度 ，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 ，
按规定给予失业保险费返还 。
具体标准为 ： 对依法参加失业
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
月以上 ， 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企业 ，
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
险费的50%， 引导企业稳定职工
就业。

让企业和职工安心享受社

会保险待遇 。 受到疫情影响 ，
一些企业无法按规定时限完成
社 保 续 费 ， 还 有 部 分 特 殊 行
业 因疫情导致经营困难 ， 无法
按期缴纳社会保险费 。 这些情
况 ， 不会影响参保人正常享受
社保待遇和个人权益 ， 个人购
房 、 购车和积分落户等需要参
照社保权益记录的资格审核 ，
都不会受到影响 。 同时 ， 延迟
缴费期间 ， 不收取滞纳金 ， 不
影响正常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
遇， 不影响个人权益记录。

2.银行转账捐赠
开户名称：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长安街支行
开户账号： 860581199710001
注 明： 温暖武汉捐款
联 系 人： 胡浩燕 13811269443 曹珺 13811965976

捐款方式
1.微信直接捐赠

识别二维码 ， 为 “温暖武汉 ”
项目捐款 （为方便向社会公示以及
开具捐赠发票， 请填写 “备注” 注
明您的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