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当前，
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首都
水务人用自己的方式抗击疫情，
默默地维护着城市的运行。 在市
水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工会
主席何凤慈的带领下， 全局各级
工会落实局党组、 市总工会决策
部署， 请战到第一线， 努力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期间， 水务局各级工会
日夜参与跟踪全局及三方单位万
余名职工的出行和健康情况，统
计局属单位防疫物资配备情况，
通过微信、 工会网站制作致全局
干部职工的一封信、 宣传疫情防

控科普知识。 在防疫物资保障工
作的战线上，局工会积极作为，截
至目前， 共为各单位一线坚守防
疫工作的干部职工配发了消毒液
3吨、体温枪64把、口罩6万个、消
毒酒精300公斤，解决了部分单位
防疫消毒物资紧缺的燃眉之急。

据了解， 局属各工会针对防
疫物资紧缺问题， 主动对接、 协
调互助， 水科院、 团城湖、 水利
医院、 南水北调执法大队等单位
纷纷为局属各兄弟单位援助了测
温枪、 消毒液、 酒精、 手套、 口
罩等防疫物资， 彰显了水务系统
大爱携手、 共克时艰的精神。

市水务系统工会干部甘当职工好后勤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记者10
日获悉， 金隅集团工会将组织京
内30多家单位近百名员工分两批
到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进行无偿
献血。目前，第一批48名职工已经
完成献血， 献血总量达到了9600
毫升。据悉，这是自新冠肺炎疫情
开始以来， 全市首次开展团体献
血活动。

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
扩散， 北京市已经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目前，献
血人数大幅减少， 血库储量不断

告急。 金隅集团在接到市国资委
通知后， 由金隅集团工会牵头在
第一时间组织京内30多家单位开
展无偿献血宣传和报名工作。经
与东城区献血办沟通联系， 集团
将有近百名员工分两批到北京红
十字血液中心进行无偿献血。

据悉，在组织献血过程中，集
团工会为避免群体聚集和交叉接
触，采取了分阶段献血的方式，要
求献血人员全程佩戴口罩， 加大
排队间隔， 并安排车辆接送献血
人员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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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行动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广大
职工该怎样科学应对疫情？ 复产
复工 ， 如何保持健康阳光的心
态？ 近日，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继开通心理援助热线后， 又开通
了心理关爱网络课堂， 积极做好
防疫时期工会干部和职工的人文
关怀和心理疏导。

记者了解到， 网络课堂分为
工会干部网络课堂和职工网络课
堂。 其中， 工会干部网络课堂首
讲主题为 《面对疫情， 如何做好
职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
邀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专家， 讲
解工会干部如何正确认知疫情，
做好自身心理建设； 如何充分利

用心理学知识和工会工作的特
点， 加强职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
疏导， 帮助职工科学应对疫情。

职工网络课堂首讲主题为
《面对疫情， 如何帮助孩子更好
成长， 家长无忧工作》， 邀请北
京市回龙观医院专家， 讲解疫情
期间， 学校延期开学， 家长如何

帮助孩子稳定情绪和心态， 如何
提高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 助孩
子更好地健康成长， 让广大职工
无后顾之忧， 积极投入到复产复
工工作中。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 网络课堂将在 “首都
职工心理发展” 公众号上面向工

会干部和职工免费开放， 大家可
以在工作之余， 利用手机随时听
课学习。 下一步， 中心将根据工
会干部和职工的实际需求， 有针
对性地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网络
课堂， 帮助职工在非常时期纾解
负面情绪， 树立积极心态， 引领
职工凝心聚力， 共克时艰。

市职工服务中心开通心理关爱网络课堂
面向全市工会干部和职工开设不同主题课程 帮职工科学应对疫情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记者
昨天从密云区总工会获悉， 疫情
防控期间， 全区有近百名劳动模
范或坚守岗位、或回归社区，参与
疫情排查防控工作， 充分展现了
奋勇当先、勇于奉献的劳模精神。
同时， 在参与北京市温暖基金会
“温暖武汉”项目的过程中，密云
劳模捐款金额累计超过3万元。

密云区十里堡镇派出所民警
杜龙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从腊月二十九开始，他没有休
过一天，每天坚守在防疫前线，检
查各村的防护情况， 随时应对突
发事件。据了解，密云区十里堡镇
总面积32.5平方公里， 包括12个
村4个居委会，以及密云区中关村
密云园，总人口近5万人。杜龙和
他的同事，每天奔波在路上，配合
镇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开展疫情
排查和防控工作， 耐心细致地向
群众做工作。“敢担当，讲奉献，顾

大局，身先士卒，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这是杜龙最常说的一句话。

除了坚守岗位的劳动模范，
还有一大批劳动模范利用假期参
与社区疫情防控排查工作。 劳模
刘东海在涧桥山小区值勤， 一天
四个小时，负责人员登记、核录、
出入证发放等。 劳模段小龙下班
后，利用晚上的时间，回归世纪家

园社区，报名参与值勤。劳模曹金
凤积极回归社区进行党员报到，
参与大唐庄小区执勤，抗击疫情。

密云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劳
动模范在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中，不仅发扬着勇于奉献、敢于担
当的劳模精神， 更成为一面面旗
帜、一幅幅标杆。 王路曼 摄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朱伊伊）2月10日是北京住总集团
第二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通知职工
返岗上班的第一天。 为保障干部
职工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住总二
公司党政工多措并举， 以实现防
疫防控工作严密闭环， 确保科学
防疫与返岗复工两手抓、两手硬。

返岗第一天， 除部分返京处
于隔离期的职工做到“宿舍上班、
在线上岗”外，其他职工进入公司
均需要配合进行体温检测。 公司
为他们发放了口罩、消毒液、洗手
皂等当前疫情防控的保障物资，
要求在岗职工全天佩戴口罩办
公。每天，公司行政保卫部门工作
人员上、 下午分别对机关各部室
人员进行体温复测， 实时监测掌
握职工身体健康情况， 对公共区

域进行不少于三次的消毒清洁。
此外， 为避免人群过度集中

可能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 职工
食堂实行分时段、 分部门的疏散
取餐制度。 虽然食堂的菜品依旧

是营养健康、种类多样，但较以往
有所不同的是， 职工需要自行携
带餐具， 并由食堂配备的工作人
员按照个人需求打好饭菜， 再由
职工本人拿到各自办公室用餐。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新冠肺
炎感染途径有哪些？什么是“超级
传播者”？感染后症状与流感症状
有何不同？ 这些问题在书中都可
以找到答案。即日起，首都职工素
质建设工程和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总公司合作上线战“疫”书
柜，免费向广大首都职工开放。

记者了解到， 职工关注 “首
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微信公众
号后， 在右下角菜单栏点击 “会
员服务” ———“职工书柜”， 即可
直接阅读 “战疫书柜” 等各大职
工书柜经典书籍内容 。 截至目
前， 战 “疫” 书柜集合了全国20
余家优秀出版单位的近30种防疫

电子图书 、 4种少儿科普绘本 ，
以及有声知识内容 ， 从成人防
护、 心理健康、 儿童科普、 医学
等多种角度帮助大家充分了解这
一新型疾病。

“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 用
科学的方法调节身心健康， 用知
识减少不必要的紧张和恐慌， 用
书籍充实自己， 用网络阅读为自
己答疑解惑， 是对自己和他人负
责 ， 也是对疫情防控最大的支

持。”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 除了战 “疫”
书柜外， 素质工程还联合中国图
书进出口 （集团） 总公司推出新
时代新经典书柜、 党建书柜、 马
克思研究书柜、 中华传统文化书
柜等10个专题的职工书柜 ； 同
时， 素质工程还通过微信公众号
的职工数字图书馆、 职工领读计
划等丰富电子资源， 满足职工的
多样化、 个性化网络学习需要。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朝阳
区总工会近期明确五项措施，加
大对“抗疫”一线参保人员政策保
障和关心关爱。目前，已开通互助
保障绿色通道， 职工可拨打电话
13601000551，了解相关情况。

据了解，五项措施内容包括：
对确诊感染的或由此引发重大疾
病的“抗疫”一线参保人员，可正
常申报 《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
保障活动》，最高可保障4万元；对
因确诊感染而致残、 身故的或在
履行工作职责途中发生意外事故
的“抗疫”一线参保人员，可正常

申报 《在职职工意外伤害互助保
障活动》，最高可保障10.88万元；
对于因确诊感染住院治疗的 “抗
疫” 一线参保人员， 可正常申报
《在职职工住院津贴互助保障活
动 》，最高可保障1.44万元 ；对于
确诊感染的重症“抗疫”一线参保
人员或其感染给家属 （配偶、子
女）确诊重症的，可以申报互助互
济慰问金， 最高可保障5万元；开
通互助保障绿色通道， 专人第一
时间进行赔付指导， 简化申报手
续，按照“先行赔付，后补资料”的
原则，确保即时办理。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在进行
中， 顺义区总工会设立防控专项
资金 ， 截至目前 ， 已累计投入
130余万元， 全区各级工会组织
累计投入240万元， 用于服务和
保障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爆发之初， 顺义区总工
会就为在第一批发热门诊、 疾控
中心等疫情一线人员送去巧克
力、 坚果、 牛奶等物资； 为五家
定点发热门诊、 疾控中心、 卫生

监督所等医疗单位下拨7万元专
项资金。 在全区各镇街党员干部
职工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情
况下， 顺义区总工会为全区500
多个村 （社区） 执勤站点辛苦值
守的一线人员 ， 集中采购方便
面、 牛奶、 火腿肠等急需物资。
同时， 顺义区总工会开通了疫情
防控期间职工心理援助热线， 提
供7×24小时全天候安全 、 专业
的心理服务， 帮助广大干部职工
做好心理防护。

顺义工会设防控专项资金保障一线职工

战“疫”书柜免费向职工开放

朝阳区总工会开通互助保障绿色通道

密云近百名劳模“冲”在防控第一线

住总二公司：科学防疫与返岗复工两手抓

涵盖近30种防疫电子图书

金隅职工无偿献血缓解用血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