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记者获悉， 为满足疫情防控
期间职工的锻炼需求， 北京地铁
公司总部机关工会将每年固定的
“春季健康走” 活动， 改为开展
“居家健身走” 活动。

“云 ”颠球 、 “云 ”托球……
北京地铁总部机关工会开展一系
列线上室内运动比赛 ， 鼓励职
工减少出门的同时， 动员大家行
动起来强身健体， 在疫情防控期
间实现职工文体活动有效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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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行动

■工会干部下沉日记

市总工会工运史和劳动保护研究室干部 朱鹏

市直机关工会开展心理健康关爱活动

勇担使命尽责任 初心如磐抗疫情

本报讯（记者 白莹） 为引导
干部职工坚定信心、科学防治，团
结一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市
直机关工会以 “关爱同行 用心
战疫”为主题，开展“心理健康进
机关”品牌活动。

记者获悉， 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 市直机关工会及时做好
疫情期间服务职工工作， 在第一
时间设立疫情防控工作专项资
金， 集中购买防护口罩配发至坚
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 拨付专
项资金为各单位开展疫情防控保
障和慰问工作提供支持；开设“抗
击疫情，科学健身在行动”居家科
学健身大课堂等， 一系列贴心的

服务关爱项目得到干部职工一致
好评。

据了解，“心理健康进机关”
活动联合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回 龙观医
院等单位 ， 依托丰富的专家资
源和专业课程 ，采用模块化 、多
层次 、 全方位的方式开展心 理
疏导减压等服务工作 。

活动内容包括： 推出心理健
康网络课堂。 针对市直机关干部
职工需求，通过“北京机关党建”
“首都职工心理发展”等微信公众
号， 分期分批推出专题心理网络
课程。四个专题课程分别为：第一
专题———疫情期间如何加强人文

关怀和心理疏导； 第二专题———
面对疫情如何帮孩子更好成长；
第三专题———积极心理品质应对
工作生活； 第四专题———静观训
练缓解疫情压力。

开展心理健康测评。 组织干
部职工使用 “首都职工心理体验
服务系统” 开展心理健康自助评
估， 通过有针对性地面向机关干
部职工的心理健康进行线上答题
测评， 一方面让干部职工在答题
过程中获取心理健康知识， 答题
后获取专业的心理评估分析报
告，达到自我认知、舒缓减压的目
的； 另一方面利用系统后台的统
计分析功能， 充分挖掘和分析测

评数据， 及时掌握干部职工的心
理状况和需求， 以便开展相应的
工作。

开展在线心理关爱服务。充
分利用网络和电话，通过热线、微
信等形式对干部职工在线进行心
理关爱和服务。 市直机关干部职
工可随时拨打首都职工心理热线
（4000151123、4000251123） 和 市
妇联心理热线 （12338转2），在专
业心理咨询师的指导下， 接受心
理咨询和服务。 邀请相关专家加
入职工微信群， 由专家普及心理
健康知识， 并在线进行心理咨询
和答疑。

开展“抗疫时光”体验分享活

动。 号召市直机关各级工会组织
干部职工通过分享居家健身、和
谐家庭、巧厨成长、读书体会、好
片推荐、快乐时光、精彩瞬间等，
引领广大干部职工共同快乐、共
同进步，共同迎接战“疫”的最终
胜利。

据悉， 当前首都疫情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 市直机关工会将进
一 步 密 切 关 注 疫 情 防 控 期 间
干部职工身心健康需求，引导干
部职工学习和掌握心理调适方法
和技能，多渠道、多形式做好干部
职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将心理
健康关爱服务送到每位干部职工
身边。

近日，西城区德胜街道总工会对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开展慰问，表达工会对他们的关心与关爱。 街道
总工会购置了1500盒巧克力，送到防疫一线社区专干、流调、安保、物业、保洁、城管、安监、下沉干部等防控一
线人员手中。 本报记者 陈曦 摄影报道

自从我和单位4名同事一起
下沉到通州区台湖镇口子村参与
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转眼已过去
了两周多时间。 在口子村的18天
里，大家主动作为、敢于担当，默
默地为抗疫出一份力、尽一份责。

“小朱， 又来上班啦。” 每
天8点半左右， 我来到村口， 在
这里值班的大爷大妈总是热情地
打招呼。 在村子里久了， 和村子
里的大爷大妈也都熟悉了。 刘大
爷 是 村 里 的 老 党 员 ， 退 休 以
后 ， 积极参与村民事务 ， 是大
家推选的村民代表 。 疫情发生
后， 他第一时间向村委会报名，
主动要求在村口站岗 。 他说 ：
“我是党员， 关键时候， 我不上
谁上？” 疫情面前， 谁都不是旁
观者 。 只有人人负责 、 人人担
当， 充分发动人民群众， 筑牢群
防群治的防线， 才能打赢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 作为下沉干部，

我们深受鼓舞和感动， 既要下得
来， 更要 “沉” 下去， 坚决把好
“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 的第一
道关。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 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这几天， 明显感觉到乐观的情绪
在蔓延。 在口子村， 文化广场的
人多了起来， 有的村民三三两两
在街道上闲聊， 防控意识有所降
低， 个人防护也不如以前。 下沉
工作组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情况，
组长张洋召集我们开会， 分析研
判这种情况。 大家一致认为， 当
前， 国内的疫情基本好转， 可国
外的疫情越来越严峻， 这几天北
京每天都有境外输入病例， 我们
要主动研判 ， 千万不能掉以轻
心。 我们决定以一封信的形式，
向广大村民进行提醒， 通过微信
群、 广播、 村口张贴等形式， 争
取传达到每一位村民。 起草一封

信的任务由我来完成。 接到任务
后， 我迅速查询资料， 熟知各项
防控要求和北京近期出台的政
策， 结合口子村实际， 用两个小
时的时间草拟了一份 《致口子村
广大村民朋友的一封信》， 并与
口子村两委干部和包村干部达成
一致意见 ， 修改完善后迅速下
发 ， 呼吁广大村民克服麻痹思
想。 同时， 我们下沉工作组深入
超市、 菜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再次叮嘱经营人员要做好消毒，
做好体温测量， 不要有任何的疏
忽大意。

随后， 北京入境政策的调整
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我们下沉干
部将继续勇担使命， 坚决捍卫抗
击疫情既有战果。

“大事难事见担当，危难时刻
显本色”。我要站好岗，把好关，尽
好责，守好疫情防控的“主阵地”，
众志成城、战胜疫情！

“甜蜜”慰问送到防疫一线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经过
多方努力， 中国政法大学工会争
取到与中华慈善总会宇泽慈心项
目和大地保险公司的合作机会，
免费为全体教职工提供 “复教园
丁保 ” 保险 ， 为在疫情防控期
间， 尤其是复工复学时期教职工
发生的特定意外予以保障。

记者3月25日从中国政法大
学工会获悉， 该保险包含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身故赔付， 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院补贴， 24
小时意外伤害 ( 身 故 、 伤 残 )
赔 付 ， 包 括 教 师 开 学 前 返 校
期 间 造 成 的 意 外 等 多 项 保 险
责任 。 在保额中 ， 因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身故的可赔付20万
元； 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

院的， 住院津贴按照300元/天累
计最长180天计算； 意外伤害为1
万元。

投保的消息得到该校各部门
工会的积极响应， 从下发通知到
上报参保教职工信息， 完成报名
工作只用了短短 3天时间 。 最
终 该校报名投保的教职工人数
达到1471名， 保险合同已正式生
效， 将持续到2020年9月18日24
时终止。

中国政法大学校工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 希望 “复教园丁保”
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教职工复工
复学的后顾之忧。 学校工会将一
如既往地助力维护教职工合法权
益， 为全体教职工提供更多贴心
服务。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3月
23日， 顺义区空港街道总工会由
主席带队， 来到复工餐饮企业北
京荣和道乐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检查企业防控措施。

据了解， 疫情期间， 空港街
道总工会积极投身社区疫情防控
与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中。 空港街
道总工会工作人员分为监测组、
走访组两组，每日随时了解企业
经营状况及复工返京职工身体健
康状况， 并通过街道总工会主席

带队走访辖区企业， 推动复工复
产的同时加强疫情防控。

走访中， 工会干部们详细了
解 企 业 职 工 返 京 隔 离 状 况 、
进 店 测量体温流程 ， 检查进店
人员记录表、 进店人员轨迹、 消
毒记录表， 着重检查了外籍人员
进店情况， 叮嘱企业做实做细防
控工作。

此外， 空港街道总工会还向
复工的职工送去了84消毒液、 洗
手液、 抑菌香皂等防控物资。

推出网络课堂 开展心理测评 提供在线服务 分享“抗疫时光”

空港街道总工会
走访复工企业疫情防控工作

政法大学工会为教职工投保“复教园丁保”

(上接第１版)
在缴税方面， 自2020年3月1

日至5月31日， 本市小规模纳税
人增值税征收率由3%降为1%。
另外， 对个体工商户停征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费、 停车占道费、 污
水处理费 （非居民）。

2020年上半年， 对受疫情影

响无力足额缴纳电、 气费用的个
体工商户， 实行 “欠费不停供”
措施。 对于受疫情影响， 贷款到
期还款困难的个体工商户， 各区
要积极指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灵活调整还款安排， 合理采取展
期、 延期、 循环贷款等手段， 不
得盲目抽贷、 断贷、 压贷。

北京地铁总部机关工会
带领职工“云”健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