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 近
日， 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
联合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
司向市温暖基金会“温暖武汉”项
目捐赠价值 89.4万元的爱心物
资， 定向用于北京抗疫一线的医
务人员。截至23日12时，市温暖基
金会“温暖武汉”项目共收到捐赠
善款及物资合计4116余万元。

据了解， 作为专门生产药品
的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

司，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公司
总裁余剑军第一时间决定向武汉
的医护人员捐赠药品物资， 共计
价值630余万元。得知市温暖基金
会“温暖武汉”项目后，又向该基
金会捐献爱心物资， 定向为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
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
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等3家中医
院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提供价值
89.4万元的爱心物资。

自2月1日市温暖基金会设立
“温暖武汉”项目以来，广大爱心
人士、 爱心企业源源不断地捐款
捐物，截至3月23日12时，共收到
捐赠善款及物资合计 4116余万
元。其中：善款2813余万元，包括
130610人捐款1937余万元；215家
单位捐款876余万元 。 收到天福
号、同仁堂、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
基金会等3家单位定向捐赠物资
价值1302.68716万元。

化州化橘红药材公司向市温暖基金会捐赠近90万元爱心物资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职工复厂
就业不减员， 复岗收入不减薪，
复工增资不减幅， 复产福利不减
项……中国邮政平谷分公司疫期
签订工资集体合同承诺 “四不
减”， 这是记者昨天从平谷区总
工会集体协商指导组了解到的。

今年3月，平谷区国资委所属

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平谷
区分公司，按照《北京市平谷区总
工会集体协商指导组关于在防控
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特殊时期规范
集体协商机制的通知》指引，在疫
情防控期间，劳资双方采用“集体
协商微信群”进行协商。

劳资双方围绕共同关心的
“稳就业不减员； 稳收入不减薪；

稳增资不减幅； 稳福利不减项”
的 “四不减” 内容进行了重点协
商， 达成了共识。

经 “职工代表微信群” 表决
通过， 劳资双方集体协商首席代
表如期签订了 《工资集体合同》，
申请人力社保部门审批备案， 并
向企业员工公示公开， 企业同职
工共同分享 “四不减” 的集体协

商成果。
职工表示： “‘四不减’ 的

承诺是一颗定心丸， 让我们心里
暖意融融， 我们一定会更加珍惜
机会， 立足岗位， 全身心地投入
到工作中去。”

据了解， 该公司是一家从事
邮递产业经营的全民所有制百人
以上企业， 共有职工300人。 通

过规范企业职工劳保、 培训、 奖
励 、 休假 、 工资 、 福利 “四必
谈” 4+N集体协商机制 ， 该公
司每年用于职工工资、 福利等
各项支出超过3000万元， 占年均
总收入6000多万元的50%以上 。
职工年度最低工资增长幅度为
8%， 年度最高工资增长幅度达
到20%。

复厂不减员 收入不减薪 增资不减幅 福利不减项

0044 战战疫疫情情
２０20年 ３月 2４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张旭

工会行动

2月28日，是我到通州区台湖
镇口子村工作的第一天。 据村领
导介绍， 村内有6000名左右的外
来人口，疫情防控期间，返京外来
人员约500人， 防控形势非常严
峻，每个人深感工作压力很大。

我们5名下沉干部迅速融入
该村疫情防控工作中， 听从村委
会统一安排，主动作为，心往一处
想，劲儿往一处使，相互支持，为
疫情防控尽最大努力。

“您好， 麻烦登记一下，谢
谢。”“看一下您的出入证和身份
证。”“麻烦您配合测体温。” 每天
在村口站岗执勤， 大家都会不断

地重复这些话，仔细核查，做到不
漏一人、不漏一车。大家走访出租
房屋重点户，摸排情况；看望孤寡
老人，主动提供生活服务；在文化
广场、超市、菜场，张贴海报，持续
宣传疫情防控相关知识。

3月14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
向好，天气也逐渐转暖，部分村民
思想有了些松劲， 张洋组长及时
和村委会沟通， 带领大家迅速起
草并给村民发放了 《致口子村广
大村民朋友们的一封信》，提醒村
民继续筑牢疫情防控思想防线。

同时， 村委会制定了外来人
员隔离房东负责制， 严格执行返

京人员隔离14天， 两个村口共36
名党员和村民代表从大年初三开
始24小时轮流值守，不说苦，不喊
累。 这些都让我看到了基层干部
的务实担当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
风， 看到了所有人的奉献精神和
牺牲精神，在疫情面前，彰显了前
所未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村民的理解支持与配合，基
层干部的认真负责， 下沉干部的
主动担当，让我体会到了“团结就
是力量”，正所谓，世上没有比脚
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只
要我们团结一心，凝心聚力，一定
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运
动不仅能增强体质， 还可以带来
好心情。 疫情防控期间， 北京地
铁通号分公司维修五项目部工会
制作了居家运动教学视频， 带领
职工运动起来。

记者昨天从项目部工会了解
到， 在居家运动教学视频中， 有
胯下击掌 、 前后交叉跳 、 开合
跳、 前后并步跳、 后踢腿、 左右
并步跳、 高抬腿下压、 前后击掌
共八个动作。 工会找来经常运动

的职工为大家做了示范， 并录制
成可在网上传播的4分钟视频 ，
以 “阳光心情， 科学健身” 为主
题， 进行网上教学， 帮助大家在
非常时期开展室内健身活动， 鼓
励职工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和方式
应对疫情、 投入工作。

职工们在观看视频后表示，
这些动作简单易学， 便于在工作
休息之余跟着视频一起动一动、
跳一跳， 放松身心， 对于缓解工
作压力有很大帮助。

■工会干部下沉日记

市总工会职工发展部干部 刘笑宏

平谷邮政公司疫期谈薪承诺“四不减”

“温暖武汉”项目共收善款及物资4116万元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北
京首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做好
自身防控工作的同时， 积极承担
企业社会责任， 全力支持疫情防
控工作。 近日， 该企业向房山区
青龙湖镇总工会捐赠20000个一
次性医用口罩。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首
诚农业发展公司心系奋战在抗疫
一线的工作人员， 特别是看到日
夜坚守在青龙湖镇防疫一线的职
工非常受感动。 得知一线职工口

罩紧缺后， 便发动力量寻找正规
渠 道 购 买 口 罩 ， 最 终 采 购 到
20000个一次性医用口罩 。 公司
负责人表示： “我们希望能为疫
情防控尽一份绵薄之力， 为一线
职工缓解燃眉之急， 践行企业的
社会责任。”

青龙湖镇总工会主席对北京
首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爱心捐赠
表示感谢， “我们会尽快将这批
爱心物资发放到一线职工手中，
全力为职工做好服务保障。”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疫
情防控期间 ， 朝阳区三 里 屯 街
道总工会及辖区内建会企业迅
速响应， 积极行动， 助力企业复
产复工。

建会企业华顿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为企业所属房产3.3大厦内
的所有租户减免2020年2月份租
金 ， 在特殊时期与租户同舟共
济、 共渡难关。 据了解， 华顿国
际采取了多项措施保证顾客及员
工的安全。 进入大厦的人员需在
门口物业处监测体温， 然后进行

手机扫码查询14天内个人行程记
录， 若无出京行程待工作人员确
认并在登记信息后方可进入大
厦。 同时， 采取办公距离1米以
上的安全复工模式， 对无法正常
到单位上班的员工， 采取线上办
公模式， 均全额发放工资等。

三里屯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
也为华顿国际送上一份温暖， 为
他们送去了口罩、 84消毒液、 一
次性手套以及免洗洗手液等物
资， 并了解企业在复工过程中，
需要工会帮助解决的问题。

三里屯工会与企业合力抗疫保复工

疫情面前彰显凝聚力和战斗力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职工
在岗保障北京污水处理运转不能
停， 企业保障职工安全办法层出
不穷。 记者昨天从北京排水集团
了解到， 集团所属各单位根据实
际情况， 全方位保障职工工作生
活不受疫情影响， 确保职工健康
安全复工。

据了解， 排水集团第四管网
分公司基点众多辖区广， 如何让
在岗职工吃好饭， 分公司食堂严
把食品入口关， 让职工吃上放心
餐。 大师傅加班加点， 统一制作
分盒装好， 方便职工基点取餐。

排水项目基点多人分散，出
入频繁怎么办？ 北排建设公司制
作工作人员二维码和访客二维
码， 只需扫一扫出入信息和访客
信息便一目了然， 提高了工作效
率。网络还能同步记录出入信息，
包括时间、地点、定位、体温等，可
顺利导入电脑电子档案中，查阅、

上报、存档一步到位。
疫情防控期间， 新版 “北排

E学堂” 的上线让员工工作学习
不间断。 据了解， 集团人力资源
部打造空中课堂模式， 推出1000
门线上职业培训课程， 课程内容
涵盖防疫知识、 心理健康、 安全
生产、 职业素养、 办公技能、 水

厂工艺调控、 管网养护检测、 泵
站操作等， 每一位职工即使宅在
家中也可以提升技能。

据了解 ， 排水集团 智 慧 水
务中心还开发了疫情防控问答
机器人 “小薇”， 千条防疫知识
可供职工学习， 并解答职工提出
的问题。

分盒装餐基点取 制作出入二维码 线上学习不间断

排水集团多项安全措施保职工健康复工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王司同） 20日， 昌平区总工
会主席杨国昌带队到乐普 （北
京）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和中
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工会服务站
进行走访慰问， 并送上慰问金和
防护用品。

慰问中， 每到一家企业， 区
总工会领导都与相关负责人亲切
交谈， 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工
作困难， 叮嘱工会组织关心关注
职工实际困难。

乐普 （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陈 倩 表 示 ：
“复工复产以来 ， 昌平区总工
会和科技园区工会给了我们很大
的支持。 除了口罩、 消毒液等防
护用品外， 还送来了慰问金， 为
我们企业复产复工给予了很大的
帮助。”

截至3月20日， 昌平区总工
会领导共走访复产复工企业20余
家， 调拨慰问资金210万元， 发
放口罩50000个。

昌平区总工会为复工企业送防护品

地铁项目部工会制作居家运动视频

青龙湖镇工会获爱心企业物资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