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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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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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行动

西城区总工会慰问一线医护人员及劳动者

拨款20万元慰问保障一线医护工作者

丰台区总工会八大举措防控疫情

本 报 讯 （ 记 者 余 翠 平 ）
“在武汉人民齐心协力阻击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紧急时
刻，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将首都广
大爱心人士捐助的善款捐赠给武
汉市总工会， 作为支援武汉市一
线医护人员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和
慰问……我们谨代表武汉市380
万职工， 特别是代表战斗在疫情
防控阻击战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向首都广大爱心人士和北京市温
暖基金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
的敬意！ 我们将立即把你们的心
意转给一线医护人员和一线保障
人员……” 湖北省总工会、 武汉
市总工会分别向北京市温暖基金
会发来了感谢信。

截至２月5日18时， 北京市温
暖基金会 “温暖武汉” 项目共收

到91251人次捐款总计1540多万
元。 在已向武汉市总工会拨发两
笔共计200万元 之 后 ， 2月 5日
向 湖 北 省 总 工 会 拨发善款100
万元 ， 至此已向湖北拨发共计
300万元。

据了解， 北京市温暖基金
会 “温暖武汉” 项目于2020年2
月1日启动， 定向为武汉、 北京
及其它相关地区抗击疫情的医护
人员和提供保障的职工募集资金
和物资， 号召首都社会各界伸出
援手， 共克时艰。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 为使 “温暖武汉” 项目
实施规范、 达到预期效果， 北京
市温暖基金会制定了 《“温暖武
汉” 专项资金 （实物） 使用管理
办法 》 ， 确保将所有募集的资

金和物资全部用于该项目受助对
象。 同时， 湖北省总工会、 武汉
市 总 工 会 也 制 定 了 相 应 的 使
用 标 准 。 其中武汉市的具体慰
问标准是： 对于因履行公职感染
新 型 肺 炎 病 毒 去 世 的 医 务 人
员 ， 发放特殊慰问金3万元； 因
履行公职感染新型肺炎病毒确诊
的医务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 发
放慰问金5000元； 因履行救治新
型肺炎病人受伤隔离或住院医务
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 发放慰问
金3000元； 因为超负荷坚守防控
疫情一线工作引发其他疾病住院
的一线医务人员和后勤保障人
员， 发放慰问金2000元。 根据资
金结余情况， 对定点医院的一线
医务人员和一线后勤保障人员，
发放慰问金500元。

“温暖武汉”项目已有9万余人次捐款1540万元
已向湖北拨发300万元 湖北省总工会、 武汉市总工会发来感谢信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记者
昨天获悉， 西城区总工会已经累
计投入150万元， 用于慰问疫情
防控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园林环
卫职工、 快递小哥、 保安员等一
线劳动者。

据悉， 西城区总工会广大党
员干部职工从保护职工群众健
康、 保障国家公共安全的高度，
把疫情防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成立了由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
务副主席张中喜担任队长的疫情
应急分队。

其中， 西城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李会增率领
区总工会领导班子一行5人 ， 赴
西城区卫健委开展走访调研， 全

面了解疫情防控实情 ， 并由区
总工会向区卫建委直接拨付50
万元专项保障资金， 专用于慰问
奋战在防控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
及家属。

西城区总工会还组织开展了
“关爱西城一线劳动者专项行
动”， 投入100万元， 以全区15个
街道、 园林环卫、 供暖等单位和
快递小哥、 出租车司机、 保安员
等一线劳动者群体为重点， 送温
暖、 送保障， 让每一名坚守在城
市运行岗位和留京职工， 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温暖。

记者了解到， 西城区总工会
对标对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最新要求， 主动

担起疫情防控政治责任， 向各直
属基层工会下发 《关于协助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通知》， 对全区各直属
基层工会反馈的问题， 由区总工
会统一协调进行解决。 严格落实
疫情日报告、 零报告制度。 加强
信息沟通， 及时掌握离京人员动
态情况， 严控传染源输入。

此外， 还利用微信公众号、
短信等方式， 面向全区22万会员职
工， 发出近期不要前往武汉市等疫
情高发地区、 注意个人卫生、 持
良好安全饮食习惯、 加强自我预警
和防护等倡议， 引领全区职工共
同携手， 为坚决打赢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战役作出贡献。

“这是刚熬好的姜丝红枣茶，
您喝点儿，暖暖身。”2月3日，怀柔
区怀柔镇西三村群生大院餐饮公
司的员工将新熬的姜丝枣茶送到
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
手中。据了解，面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严峻形势， 各村严
格按照各级指示精神全力做好防
控工作，村干部、党员和村民主动
放弃休息， 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
战斗中。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杜玮 常亮 摄影报道

爱心送给防疫人员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 疫
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为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
精神 ， 深入落实市 、 区相关部
署， 丰台区总工会八大措施并举
防控疫情。

据丰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
书记、 副主任， 区总工会党组书
记、 主席王建斌介绍， 1月23日，
丰台区总工会向直属84家基层工
会组织下发 《通知》， 针对疫情
提出四项要求， 一是要求各级工
会组织要引导职工春节期间做好
防控措施； 二是引导广大职工春
节期间不要前往武汉市等疫情高
发地区； 三是要组织职工关注由

权威部门发布的情况， 不信谣不
传谣； 四是春节期间减少大型活
动， 避免人员集中。 要求各级工
会组织将以上要求传达至每位职
工会员， 做到全覆盖。 丰台区总
工会当天向丰台区卫健委工会拨
款专项经费20万元， 用于慰问保
障一线医护工作者。

此后， 丰台区总工会迅速摸
清干部离京情况底数， 报送 《机
关干部离京情况统计表》， 收集、
统计丰台区总工会各部门在编及
社会聘用人员离京情况、 回京情
况， 了解机关干部的具体情况，
有效预防疫情蔓延。 动员组织党
员干部提高政治站位、 带头遵规
守纪， 切实维护社会良好秩序，

并按照丰台区直机关工委要求下
发 《倡议书》。

据了解， 丰台区总工会还建
立了丰台区总工会工作机制， 确
定具体责任领导和专项联系人，
形成并上报 《丰台区总工会内部
防控工作预案》， 各事业单位陆
续形成内控方案和服务窗口单位
工作人员防控方案 。 抽 调 干 部
参与社区 （村 ） 疫情防控工作，
并开展支援基层防控预备队的报
名工作。 自1月23日起， 通过微
信公众号累计制作宣传文章多
篇， 推送至丰台区有关职工工作
群和每位职工会员 ， 努 力 提 高
职工会员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防
范意识。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社
区、 村出入口检查点是疫情防控
的重要关口， 做好进出人员的排
查登记、体温检测等工作，从源头
上杜绝疫情传播。 坚守一线的党
员干部、社区志愿者要戴好口罩，
加强自身防护， 注意自身安全。”
近日， 门头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陈波

到军庄镇西杨坨村检查疫情防控
工作， 慰问区总工会下沉一线的
机关干部。

自1月28日起，门头沟区除具
有直接参与疫情防控和城市运行
服务保障职能的单位外， 保留必
要应急值守人员， 机关干部全部
下沉社区（村）报到上岗，特别是
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到岗到位。

门头沟区总工会慰问基层干部职工

市农林科学院职工捐款支援湖北抗疫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工会了
解到，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 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工会倡议全院职工伸出援助之
手， 献出一份爱心。 截至目前，
全院参与活动职工1479人， 共计
捐款182326.46元。

1月28日， 院工会按照北京
青 少 年 发 展 基 金 会 开 展 “ 抗
击疫情 希望同行” 募捐活动的
通知要求， 倡议全院职工伸出援
助之手 ， 一起助力湖北渡过难
关。 职工群众纷纷响应， 积极捐
款， 主动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一份温暖。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全国总
工会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组
织编写了 《新型冠状病毒职工防
护知识50问》，并由中国工人出版
社正式出版。

《新型冠状病毒职工防护知
识50问》 聚焦复产复工新阶段的
防疫特点， 以图文并茂的简要问
答形式，从基础知识、工作场所、
家庭场所和公共场所等四个方面

对相关防疫问题做了通俗解答。
同时， 全书编制了40道职工防疫
问答选择题， 供各级工会组织开
展知识竞赛时使用。

为便于各级工会和会员学习
防护知识， 中国工人出版社专门
赶制了 《新型冠状病毒职工防护
知识50问》 语音版， 时长约40分
钟，浓缩职工防疫知识要点，已由
“全国总工会”微信公众号和“中
国工人”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

《新型冠状病毒职工防护知识50问》出版

（上接第１版）
《通知》指出，维护劳动关系

和谐稳定。 各级工会组织要创新
宣传手段， 及时向职工发布权威
消息、解读相关政策，引导职工理
性面对、科学应对、减少恐慌。对
受疫情影响的企业， 工会组织要
动员职工与企业共克时艰、 共渡
难关。要做好企业的劳动用工、工
资支付等相关劳动法律指导和服
务， 配合政府部门妥善处理好疫
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 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 维护和谐劳动关
系，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通知》要求，开展困难职工
关心关爱工作。 各级工会组织要
设立专项资金， 开展多种形式职
工慰问和关爱活动， 传递党和政

府温暖。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返
岗职工解决存在的困难， 帮助防
控一线职工解决后顾之忧； 要认
真谋划做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后对
因病致贫返贫职工的帮扶工作，
对遇到重大困难和变故的职工，
要及时纳入帮扶范围。

《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
要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疫情防控
关键时期职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
疏导。各单位工会、各职工心灵驿
站要做好职工心理热线的宣传，
鼓励有条件的工会组织开通本单
位心理服务热线， 帮助职工在非
常时期纾解负面情绪。 市总工会
即日起开通职工心理援助热线：
4000151123、4000251123，提供7×
24小时全天候专业心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