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坚果、
熟食、烤鸭……近日，北京邮政滞
留湖北的54名职工， 收到来自邮
政工会的大礼包， 这是工会结合
滞留职工的需求， 表达企业党政
工领导的关心关爱， 增强他们战
胜疫情信心的一项暖心举措。

疫情发生以来， 一个特殊职
工群体受到北京邮政工会的持续
关注———滞留湖北职工。 邮政工
会及时开展了有关情况调查， 要
求相关基层工会及时与他们取得
联系， 随时关注54名职工的生活
情况、 身体状况和思想动态， 竭
尽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 各单位

工会纷纷采取寄递防疫用品、 生
活用品和提升免疫力中成药等方
式， 为滞留职工带去了市分公司
领导和各级邮政工会的问候， 嘱
咐滞留职工安心留在湖北， 主动
配合当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切
实做好居家隔离和自我防护。

东城邮政分公司有6名职工
因重大疫情仍滞留在湖北省无法
返京。 分公司工会、 党建部购买
了鸡、 鸭、 鱼、 牛肉等真空包装
食品和稻香村糕点， 快递给6名
职工， 让他们注重营养补充、 保
持健康体魄。 北京市劳动模范、
湖北籍职工王维维收到分公司寄

去的慰问食品， 专门写了一封感
谢信。 信里说： “疫情期间收到
东城分公司寄来的包裹， 今天又
收到市公司寄来的包裹， 心里既
温暖又感动， 同时我也向企业郑
重承诺： 我一定会严格遵守防控
制度和要求， 待疫情结束后早日
回到工作岗位， 为企业发展贡献
力量。”

同时，北京邮政商函中心、实
业集团、朝阳邮政、西城邮政、丰
台邮政、 航空邮件处理中心等单
位工会， 也根据职工各自的实际
情况， 寄去了带有北京特色的暖
心包裹。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昨天
一早， 首钢京唐公司的职工收到
了一份实用的“礼物”———一个二
层密封便当盒。 为保证职工用餐
的安全卫生， 同时让职工在岗位
上吃到热乎、可口的饭菜，首钢京
唐 公 司 工 会 火 速 从 厂 家 定 制
11000多个双层便当盒，连夜发放
到了各基层单位。

冷轧部职工裴永梅感叹道：
“还是咱京唐公司工会为职工想
得周到， 餐盒既解决了自己不用
带餐具的麻烦， 又保证了用餐的
安全，防疫工作做得到位又贴心，
职工用餐方便安全又暖心！”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为最
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 保证职工
身体健康， 确保特殊时期疫情防
控和生产经营两不误， 首钢京唐
公司实行“分时就餐、就近取餐、
分散用餐”，公司工会为职工购置
发放饭盒，统一供应午餐。保证职
工用餐安全，合理搭配营养，并将
生活必需品按进价卖给职工，首
钢京唐公司各部门各司其职、各
出其力，让职工吃上放心餐。

午饭时间， 职工有序来到各
食堂用餐点，凭券取餐。食堂工作
人员将一份份打包好的饭菜递给
职工， 职工们拿着饭菜回到各自

工位上，单独用餐。据了解，为减
少职工在食堂等待和停留时间，
京唐公司强化对食堂就餐环境和
服务管理， 供餐方式全部由零点
模式改为套餐模式， 并开通了微
信订餐和电话订餐渠道。 微信订
餐群每日餐前公布食谱， 大家可
标注套餐类型、 份数和单位以及
取餐时间， 餐厅提前按需准备。
针对基层班组人员多、 订餐量大
的情况， 公司组织建立了用餐微
信联络群， 让各部门负责订餐人
员和餐厅负责人直接对接， 提前
上报班组批量用餐情况， 餐厅提
前配餐。

疫情防控期间， 各食堂按照
营养配比科学搭配食材， 确保职
工的营养健康。 公司为居住在水
景公寓的职工订餐后， 还组织送
餐车统一配送， 一个中午就送去
了500多份午餐。同时 ，对家在北
京、唐山、秦皇岛等地的职工提出
了在岛休班的要求， 减少与外界
的接触。职工人数多，用餐量大，
配餐的压力陡然增加。“作为负责
京唐公司饮食人员， 在关键时刻
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守岗位， 让职
工吃得安全，吃得称心。”一名热
轧食堂送餐师傅说。

中厚板事业部的食堂借助食

堂进货的便利条件， 为广大职工
准备了水果、蔬菜、粮油、调料等
生活必需品，全部按进价销售。职
工表示，公司的温暖举动，解决了
职工的后顾之忧， 让大家立足自
身岗位更加踏实地工作， 坚定了
打赢这场抗击疫情战役的信心。

京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疫情期间，职工的饮食、出行安全
等无小事。 公司要严格管理职工
居住点、 驾乘车、 体温监测等工
作，做好班车、食堂等重点区域消
毒，强化职工就餐、作业环境、车
辆进厂与停车点的内部管控，为
防控疫情工作提供保障。

定制万余个双层便当盒 实行分时就餐就近取餐 开通微信和电话订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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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行动

作为市级下沉干部， 我所在
的胡家垡村，本地人口2000多人，
外来人口就有4000多人， 是个典
型的人口倒挂村， 特别是复产复
工以来大量外来人员返京， 疫情
防控工作面临很大挑战， 我们倍
感责任重大。

半个月来， 看到村干部不分
昼夜巡村堵漏， 保安队员不惧风
雪排查外来人员， 保洁员不避风
险消毒防疫， 村民们不断给村里
捐钱捐物支援防控， 大家纷纷加
入到保家护村的抗 “疫” 队伍中
来，我的热情也被点燃，我们一定
要踏踏实实沉下身子多想办法，
把工作做得更好。

几天时间， 我们亲手制作了
“外来人员登记”小程序，让每日
返京进村人员数据通过后台就能
直接统计上报。 在进行前日返京

人员数据统计时，我想到，这么多
外来人员，流出地都在哪些省份，
每天返京人员数据存在什么变化
等能否用图表直观反映出来。于
是， 我将目前返京的外来人员各
省分布数据和每日返京人数进行
整理，形成基础数据，然后结合所
学的表格制作知识， 将两类数据
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出来， 形成了
《外来人员省份分布图》《每日流
量趋势图》。村支书张守德高兴地
说：“你们一来， 村里防控工作有
了科技的支持， 心里更有底了。”
随着工作的需要， 我们又陆续制
作了《外来人员进村累计趋势图》
《外来人员隔离人数变化趋势
图》，直观反映每日村内返京外来
人员数量和隔离期内人员数量。

一天下午， 我们准备制定一
项规定， 提醒规范外来人员进村

登记、 测量体温、 和房东签责任
书、进村隔离14天等诸多要求。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 在愉快的范围
中创作完成了防疫村约16条，涵
盖了对外来人员防疫的相关要
求。 我们很快将16条发到村民群
里， 号召大家通过多种形式传唱
出来。一周的时间，我们陆续收到
20多项作品，有快板、三句半、说
唱、美篇、书画，大家通过快手、抖
音、微信群纷纷转发，村民的热情
被点燃了。

来到这里， 我们的心时刻被
村民的热情点燃着， 对这片土地
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因为沉下去
了才能促使我们不断想办法出新
招，不断完善防控工作。天气越来
越暖，风也越来越和煦，相信我们
很快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相约
在春花烂漫的大好时节。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随着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朝阳区文创
系统基层企业均已复工， 开始正
常生产。 为助力基层企业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 朝阳区文创工会急
企业所急，想职工所想，开展系列
活动慰问企业职工。

区文创工会了解到基层防
疫物资仍然吃紧的情况，尽最大
努力多方筹措， 先后向一线职工发
放20000余只医用口罩，缓解企业
及职工在复工复产的防护困难。

朝阳区文创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抗击疫情正处在关键阶段，
工会将继续响应 《朝阳区总工会
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保
障职工权益的若干措施》 通知精
神，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企业需
求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适当提高
防护物资和慰问品支出比例，尽
最大努力助力基层企业复工复
产。 并时时关注疫情期间基层企
业职工动态，了解困难职工状况，
尽全力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工会干部下沉日记

市总工会职工服务工作部干部 韩孝乾

首钢京唐工会疫期让职工吃上放心餐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随着
房山区阎村镇域内企业相继复工
复产，职工开始陆续返岗，阎村镇
总工会通过电话、微信、QQ等多
种方式对镇域内建会企业开展调
研，及时了解企业复产复工情况，
以及遇到的实际困难。

针对企业目前普遍反映的口
罩短缺问题， 镇总工会通过多方
寻找与调配最终获得一批一次性
口罩， 并将其免费发放给镇域内
30余家复工复产企业及30个村和

社区的一线防控职工。 镇总工会
按照“不扎堆，不聚集”的原则分3
批引导企业、村、社区有序领取口
罩， 并督促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同时稳定职工情绪，做好心理
疏导。

阎村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将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疫情
防控期间的责任与担当， 一手抓
复工复产，一手抓疫情防控，引领
全镇职工凝心聚力， 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随着
企业陆续复工， 朝阳区香河园街
道总工会针对各企业开工状态不
同，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对于已复
工企业， 街道总工会及时给予复
工指导；对于未复工企业，街道总
工会专门开展了 “心连心 守职
工”关爱职工思想动态活动。

据了解， 通过建立微信群、
QQ群、 电话回访等形式， 香河
园街道总工会开展职工思想动态
调研活动， 了解职工疫情期间薪

酬情况。 同时， 积极宣传市区心
理援助热线， 及时疏导职工负面
情绪， 帮助职工树立积极心态，
对于有困难的职工， 协助其与企
业进行协商。

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工会将持续关注职工思想动
态， 尤其是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的工作者家属， 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问题， 对心理压力大、 情绪异
常的职工， 及时采取必要的心理
疏导和干预。

香河园工会关注疫期职工思想动态

带着责任下沉 带着深情投入

朝阳文创工会助力复工当好“娘家人”

阎村镇总工会为复工企业排忧解难

邮政54名滞留湖北职工收到工会礼包

目前， 中铁六局电务公司北
京通号项目部复工复产工作有序
推进。 为了减少与外界接触感染
的风险， 项目部工会组织了 “爱
心理发” 活动。 项目职工毛遂自
荐担起此项任务， 一把电推、 一
把剪刀、 一把梳子和一面镜子，
“爱心理发店” 正式上线， 为职
工解决 “头” 等大事。

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任肖琳 摄影报道

项项目目部部建建起起
““爱爱心心理理发发店店””

(上接第１版)
《通知》 指出， 今年是城市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收官之年， 各
地工会要全面部署和统筹安排疫
情防控和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工作。 低风险地区正常开展城市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 中风险
地区在做好必要的防护同时， 摸
清疫情对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的影响。 高风险地区协同有关资
源保障困难职工基本生活和提供
防疫必需防护物资。

《通知》 强调， 要防范返困

返贫发生。 将受疫情影响符合救
助条件的困难职工纳入政府救助
覆盖范围； 对感染新冠肺炎职工
家庭要确保基本生活； 对于受疫
情影响无法就业、 收入下降导致
基本生活困难的职工， 要推动纳
入到政府救助范围； 其他社会救
助制度暂时还未覆盖的职工， 要予
以临时帮扶。 要加大职工服务力
度， 关心关爱医务人员、 救援人
员、 公安干警、 基层工作人员、 志
愿服务者等疫情防控一线人员， 联
合社会力量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