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总
工会主席屈志奇带领区总工会工
作人员慰问卫健委系统坚守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一
线干部职工。

屈志奇一行先后来到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区卫生健康监督
所，了解目前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屈志奇表示，疫情当前，作为职工
的“娘家人”，各级工会组织按照

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部署， 要主
动关心关爱防疫防控一线工作人
员， 希望广大干部职工在做好防
控工作的同时，注意自身安全，圆
满完成疫情防控工作。

目前， 平谷区总工会已累计
拨付卫健委一线职工慰问金9万
元， 用于奋战在疫情一线干部职
工的保障物资。 并选派机关7名
工会干部下沉到社区一线开展疫
情防控、 宣传排查等工作。

平谷区总工会为防控工作者鼓劲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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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行动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 北京市总工会机关
200多名离退休老干部在做好
自身防护的同时，积极响应市总
工会党组 、 机关党委号召 ，通
过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 ”平台，
参与“温暖武汉”募捐项目，捐献
爱心款25100元，为抗击疫情出一

份力。
接到市总工会机关离退休党

总支通知后， 各离退休党支部书
记、委员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微信
群、手机短信、电话联络，向本支
部人员编发通知， 号召大家奉献
爱心，支援抗疫。老干部通过“温
暖武汉” 项目推送的二维码实现

了捐款， 不会使用微信捐款的老
干部则通过电话询问， 一步一步
学习操作完成捐款， 有的让其子
女代捐，为疫情防控尽绵薄之力。

在捐款老干部中， 有身患癌
症，正经历病痛折磨的；有经历两
次大手术，医药费负担很重的；有
年逾八旬还需要照顾患病子女

的， 但是大家都把自己的困难放
在一边，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还有
在国外随同子女生活的老干部也
在第一时间捐款。90岁的离休干
部吴令华收到通知后， 当即向支
部表达捐款愿望， 第二天通过微
信转帐，直接捐款800元；住在养
老院的老党员刘丹常年坚持慈善

捐款，疫情期间，已经向慈善基金
会捐过款了， 得知党支部发出号
召，又参与了爱心捐助。

老干部表示，国家有难，我们
心急如焚，献上爱心，尽一份微薄
之力。全国上下一盘棋，全国人民
一条心， 相信一定能夺取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胜利。

市总工会离退休干部为抗击疫情献爱心
200余人参与“温暖武汉”募捐项目 捐献爱心款25100元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12
日从东城区总工会了解到，目前，
区总工会拨付了5批防疫专项资
金共计175万元， 为医务工作者、
社区工作者、 公安干警、 环卫工
人、 地铁职工等奋战在防控一线
的职工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发
挥了职工“娘家人”的作用。

据了解， 区总工会为东城区
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救治患者的医
护人员进行慰问， 每人给予1000
元慰问金。 为全区3个发热门诊
送去市总工会拨付的3万元慰问
金。 为全区第二批抽调到社区开
展防控工作的286名机关企事业
单位干部职工送去慰问品。

同时， 东城区总工会机关、
直属企事业单位第二批抽调18名
党员干部， 累计共抽调50人投入

社区一线防疫。 此外， 区总工会
还组织了 “‘疫’ 线在行动” 主
题摄影、 书画、 文学作品征集活
动 ， 为打赢疫情防控战加油鼓
劲。 在加强复产复工企事业单位

职工防疫服务保障工作中， 为东
城园拨付5万元慰问金， 用于园
区各单位防护用品购置， 动员职
工加强个人防护、 参与落实疫情
防控。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随
着企业的陆续复工， 昨天记者获
悉， 为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昌平
区阳坊镇总工会充分发挥企业
“娘家人” 作用， 关注企业复工
情况， 并为企业配发消毒水、 酒
精等防疫物品。

前期， 阳坊镇总工会对各个
企业开工时间、 职工人数、 返京

人数、 是否有集体宿舍和集体食
堂、 经营地面积以及是否临街等
情况 ， 进行全面调查并记录在
案，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同
时， 镇总工会还为企业采购了疫
情防控物品， 为56家即将复工的
企业送去了84消毒液共2450斤 ，
75%酒精350升， 大、 小喷壶240
个， 漏斗50个， 积极助力疫情防

控。 企业负责人由衷感谢镇总工
会对他们防疫工作的关心和大力
支持。

接下来， 阳坊镇总工会将持
续关注辖区建会企业复工情况，
积极协调更多疫情防控相关物
品， 及时为企业配发， 并做好领
取登记， 切实保障好职工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京能集
团工会根据上级工会和市委市政
府工作要求，结合企业实际，明确
了 “做好疫情防控一线职工的服
务保障工作” 的工作定位和助力
打好防疫攻坚战的任务目标。 目
前集团各级工会正在收集整理发
生在身边的感人故事， 部分事迹
已通过集团公众号进行了专题宣
传报道，并将持续跟踪报道。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攻坚战
中， 京能集团各企业均涌现出了

一批感人的先进事迹。 为确保各
地区能源保障持续安全供应， 各
电力生产企业对生产人员采取了
集中隔离。 同时， 为兑现首都市
民 “接诉即办” 的承诺， 让京城
百姓能够在温暖的家中共抗疫
情， 96069服务热线加大了值守
人员力量。 他们守候着接诉热线
和各小区热力服务站， 放弃了轮
休的机会， 选择了为300多万市
民持续提供供热服务保障。 为打
赢这场疫情抗击战， 京煤总医院

的白衣天使们在了解疫情后， 未
经动员便主动请缨奔赴一线， 他
们放弃小家， 选择为急需医疗援
助的武汉提供坚强力量。

据京能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疫情当前， 每一名工会工
作者都应尽心尽力为打赢这场战
役贡献力量。 集团工会在各级工
会微信群中转发了全国总工会
关于抗击疫情倡议书， 希望全
系统职工齐心协力筑牢疫情防控
的壁垒。

东城工会干部下沉社区当好职工“娘家人”

将通过集团公众号持续宣传跟踪报道

京能集团工会收集职工“战疫”感人故事

阳坊镇工会为企业复工下好“先手棋”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
“职工在家也能锻炼身体了！” 为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满足疫情防控期间广大职工健身
需求， 丰台区总工会、 区体育局
联合推出 “2020年快乐健康直通
车” （工会系统） 线上课程， 推
广居家健身方法， 普及科学健身
知识， 倡导疫情防控时期的健康
生活方式。

据悉， 丰台工人俱乐部作为
该活动的承办单位， 联合丰台区

武术运动协会、 丰台区健身操舞
协会等单位， 并请到北京工业大
学体育教师于晓红作示范， 录制
科学健身线上教程。 大家可以根
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课学习。 课
程有瑜伽健身、室内简易健身、居
家健身指南———科学健身18法 、
战“疫”拉伸操、亲子健身操、八段
锦、十二段锦、导引养生功、太极
拳、全国广场舞备选推广套路等。

“希望广大职工动起来， 加
强科学健身， 提高免疫力， 丰台

工人俱乐部还将陆续补充新的在
线课程供大家学习。 疫情当前，
共克时艰， 让我们万众一心打赢
疫情阻击战！” 丰台工人俱乐部
副主任习芸说。

据介绍， 疫情过后， 丰台区
总工会 、 区体育局将择机开展
“2020年快乐健康直通车” （工
会系统） 线下课程， 不仅对线上
课程做进一步指导， 同时还增设
文化类课程满足职工多样化的文
体需求。

丰台2020年快乐健康直通车线上开课

(上接第１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 为做好动员工作， 王建斌亲
自打电话给一些劳模， 希望他们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为抗疫多出
力。 在区总工会的大力号召下，
全区劳模纷纷行动起来， 冲在抗
击疫情第一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丰
台区总工会号召我们劳模要积极
作为。 劳模不仅是一种荣誉， 更
是一种责任， 一种关键时刻冲得
出的担当！” 对于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 北京市女企业家协
会会长、 北京丰顺工贸集团董事
长安钟岩来说， 这二十多天来，
她一直奔走在身体力行购买医疗
防护物资的第一线。 当听说河北
还有一些生产厂家有医用口罩
后， 她匆匆上路， 往返700多公
里、 历时约八个小时， 拉回8000
个一次性医用口罩， 送给定点发
热门诊医院和急需口罩的社区防
疫工作人员。 目前， 安钟岩已累
计购置价值30万余元的口罩、 药
品、 消毒水等物资， 分别送至医
院发热门诊、 派出所等医疗物资
短缺部门。 同时， 作为首都女企
业家协会会长、 丰台女企业家协
会会长， 她发出倡议书， 号召广
大女企业家为抗击疫情积极行动
起来。 在她的组织带领下， 124
名女企业家为北京及武汉地区的
定点发热门诊医院、 公安部门、
社区等一线防疫人员捐款捐物合
计已超1200万元。

“疫情发生后， 最缺的还是
各类医疗防护物资！” 全国劳动
模范、 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常
务副会长、 秘书长陈志斌， 在物
资紧缺的第一时间与境外友人联
系， 以微信方式建立了医疗防护
用品采购群， 通过语音通话、 图
片、 文字沟通， 从日本方面采购
到防护服7万套、 外科口罩30万
只、 测温仪5000个， 马来西亚方
面采购到口罩100万只。 在陈志
斌的号召下 ， 市慈善义工联合
会所属二级组织积极捐款捐物，
从国内外等地联系购买医疗防
护物资捐赠北京和武汉等地疫情
防护一线， 累计约1388万元。

“目前， 我们已经向相关部
门递交了生产医用防护用品资质
的申请。 待正式审批后， 我们立
即投入生产支援抗 ‘疫’ 一线！”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依文
集团董事长夏华说， 依文集团已
经向工信部等政府部门申请生产
医用防护用品资质， 正在积极对
生产厂房进行升级改造， 目前防
护服样衣正在检测中， 待获批准
后将全力投入生产， 缓解疫情防
控物资短缺之急。 此外， 她还向
丰台区政府捐赠了总价值20万元
的医疗防护物资， 并联系口罩采
购渠道， 连夜购买N95口罩和医
用手套驰援武汉。

“我了解到疫情这么严重
后 ， 就 在 想 自 己 能 做 点 儿 什
么。” 疫情发生后， 全国劳动模
范、 集美控股集团董事长赵建国
广泛联系购买医疗防护物资， 将
3.6万只口罩、 2万双医用手套和
乙醇消毒液等物资捐赠给丰台区
政府； 向海淀区工商联捐赠口罩
1.92万只； 向北京市委统战部捐
赠口罩1.92万只； 向山东省德州
市宁津县应急管理局捐赠医用手
套2万双、 护目镜970只， 捐赠物
资共计价值30万元。

北京市劳动模范、 戎威远保
安服务 （北京） 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剑号召本公司上万名保安员坚
守在抗 “疫 ” 一线 ， 还带领北
京 、 聊城 、 内蒙古 、 福建 、 合
肥、 江苏和成都等分公司上千余
名职工捐款， 加上公司捐款， 共
计100余万元。 “作为劳模， 希
望能够引领带动更多人为抗击疫
情出力！” 全国劳动模范、 丰台
区总工会兼职副主席朱玉华， 在
疫情发生后就第一时间捐款。 此
外， 作为河南周口驻京农民工工
会主席， 她第一时间向农民工发
出捐款捐物倡议书， 已在农民工
们募集款物总计46万元。

北京市劳模、 北京常鸿律师
事务所主任常卫东律师带领律所
16人， 运用专业法律知识， 连续
多日奋战在抗 “疫” 前线； 二级
英模、 蒲黄榆第二社区片警刘安
坚守岗位， 他说， “打不赢这场
战役， 我一天也不休息”； 北京
市先进工作者、 丰台长辛店环卫
所公厕班班长王伟， 带领环卫工
人， 已经连续奋战在岗位几十天
了……丰台劳模们积极发挥自身
的引领带动作用， 诠释着最 “硬
核” 的劳模精神， 为战胜疫情贡
献着最 “硬核” 的丰台力量！

战战疫疫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