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自疫
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 朝阳区
东坝地区总工会统一行动、 主动
作为， 扎实做好一线职工的服务
保障工作。

站岗执勤、 测量体温、 登记
信息……期间， 东坝地区工会工
作者率先示范， 积极参与联防联
控工作。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 工
会工作者积极联系企业， 了解企

业和职工需求， 为辖区内22家企
业解决7万余只口罩。 此外， 为
全面宣传科学防控方法， 地区总
工会利用微信公众号、 QQ群等
工具， 解读相关政策措施， 提高
群众自我防护意识。

东坝地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疫情防控仍不能松懈，
工会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满足辖区职工群众的抗疫需求。

东坝工会工作者走访企业解需求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连日
来， 平谷区大华山镇总工会走访
慰问复工复产企业， 为他们送上
防疫物资，送去工会组织的温暖。

活动中， 镇总工会一行来到
北京裕江华兴模具制造有限公
司，通过与该企业负责人交流，详
细了解了企业员工复工、 疫情防
控预案落实及产能恢复等情况。

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当前
正直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企业
在复工复产抓经济的同时， 要进
一步加强对企业职工的人员管
控，加强工作人员的自身防护，切
实做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两手
抓、两不误。随后为他们送上了方
便面、 牛奶等价值5000元的慰问
物资。

大华山镇工会走访慰问复工企业

截至三月底累计接听心理咨询电话1443人次

要求集体协商过程明确“三原则”、做到“三及时”
顺义工会疫期“灵活谈薪”保障复工复产

北京联合大学321名教职工线上赛厨艺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针对
疫情防控期间的特殊情况， 顺义
区总工会要求各基层工会在开展
集体协商工作过程中要明确合理
合法、利益兼顾、灵活实效“三原
则”， 做到及时了解职工想法，及
时向企业进行反馈， 及时向职工
宣传讲解企业实际情况 “三及
时”，积极指导企业和职工运用集
体协商机制， 确保劳动关系总体
和谐稳定。

当前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广大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的关
键时期， 顺义区各级工会组织认
真贯彻落实市区两级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发挥工会组织优势，指导
企业和职工运用集体协商机制，

妥善应对和处理疫情防控期间及
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劳动用工和
职工权益保障问题， 确保劳动关
系总体和谐稳定， 积极做好疫情
防控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其中，明确“三原则”即：明确
合理合法原则，在疫情防控期间，
开展集体协商内容程序应当坚持
合法合理；明确利益兼顾原则，在
疫情防控期间， 劳资双方开展集
体协商更应兼顾双方合法权益，
实现保企业、保就业、保稳定；明
确灵活实效的原则， 结合疫情防
控期间劳动关系的新情况和尽量
减少人员接触的要求， 可采取应
急、应事 、一事一议 、“互联网+”
等工作方式。做到“三及时”，则要

求企业工会要及时了解职工想
法，及时向企业进行反馈，及时向
职工宣传讲解企业实际情况。

与此同时， 顺义区总工会充
分发挥协商指导员作用， 公布协
商指导员联系电话，采用电话、微
信等形式为企业工会提供相关的
咨询和指导、 及时传达疫情防控
期间市总工会、 区总工会相关文
件，解读文件内容，了解各基层企
业协商情况， 为企业提供具体专
业、针对性强的服务，提高协商质
量和效果。 全区各二级工会组织
主动作为， 点对点对企业进行指
导。他们通过电话、微信、深入企
业检查等多种途径， 围绕疫情防
控期间关注的重点问题包括薪酬

福利待遇、支付方式调整、防控措
施等方面，开展意见征集，了解并
掌握疫情防控期间的协商工作开
展情况，积极培育优秀协商案例。

北京富士特锅炉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协同公司组织建立疫情防
控工作小组， 通过微信群协商这
种特殊方式， 征求工会及部门主
管级以上人员意见， 制定并下发
《疫情时期调整薪资发放比例的
倡议书》，倡议企业停工期间“公
司高层及主管人员缩减工资发放
比例，员工工资发放比例不变，仍
为100%”。

北京现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召开 “2019-2020年工资协商”会
议。 会前安排人员做好会场消毒

及与保障参会人员安全的相关措
施。会上，双方就职工方代表提出
的工资涨幅方面的议题进行充分
协商， 在当前行业不景气的情况
下， 仍确定2019至2020年度职工
工资涨幅4.2%。 双方代表对此次
工资集体协商结果都非常满意。

顺义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区总工会将继续指导
各基层工会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支持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作，大
力推进集体协商， 不断提升质量
效果， 引导职工和企业妥善处理
复工复产前后劳动关系和职工权
益保障等问题， 确保疫情防控期
间职工队伍稳定。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通讯员
刘丹 ） 为 更 好 地 配 合 学 校 战
“疫” 大局， 丰富教职工 “少出
门、 不聚会、 不串门、 不走亲、
不访友” 的宅家文化生活， 北京
联合大学教职工美食与健康协会
近日在线举办 “战疫杯” 教职工
家庭美食大赛， 受到工会会员的
积极响应， 全校共有321名在岗
工会会员提交参赛作品。

北京联大教职工美食与健康

协会是在校工会指导下成立的。
人间烟火气， 最抚凡人心。 据北
京联合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
次北联大在线举办的 “云” 厨艺
大赛号召教职工注重健康科学饮
食， 增强身体免疫力， 为复工复
学做好健康准备。 活动受到教职
工的一致好评， 老坛魔芋鸭、 翡
翠鸡蛋面、 香辣牛肉披萨、 水煎
包、 草莓慕斯蛋糕……大家交上
的作品种类丰富， 涵盖中餐、 西

餐、 小吃、 面点、 甜品等多种类
别， 特别注重营养搭配 。 部分
会员不仅精心烹制出色香味俱
全的美食 ， 还在作品和制 作 感
受 留 言 中 写 下 “ 平 安 中 国 ”
“武汉加油” “同舟共济” 的美
好祝愿。

经过组委会评审， 大赛最终
评选出24名 “一星大厨”， 59名
“二星大厨”， 105名 “三星大厨”
和133名 “最 ‘家’ 大厨”。

地铁工会将建职工心理健康干预机制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疫
情防控期间， 北京地 铁 公 司 工
会 持 续 关 注 职 工 心 理 疏导情
况。 昨天， 记者获悉， 截至三月
底， 北京地铁公司工会与相关机
构合作开通的心理疏导免费咨询
热线 ， 累计接听心理咨询电话
1443人次。 其中三月份累计接听
心理咨询电话556人次， 来访量
较二月份有明显减少。

据分析， 咨询来电减少的原

因， 包括随着疫情防控工作持续
开展， 防疫知识不断普及 ， 职
工 自 我 防 控 意 识 不 断 增 强 ，
随之心理抗压能力增强。 随着
社会防控环境的优化、 防控形势
逐渐转好， 职工心理压力不断减
轻。 另外， 北京地铁公司各级工
会通过组织活动， 不断加强职工
心理疏导， 使职工心理问题持续
得到缓解。

为防止职工心理问题反弹，

北京地铁公司工会将开展新一轮
摸排， 按照职工需求， 针对近期
复工复产情况和路网客流量不断
增多 、 外来人员不断增多的情
况 ， 充分发挥基层工会组织作
用， 持续开展心理疏导工作， 增
强职工自我防护意识， 不松懈、
不麻痹。 “今年， 公司工会将在
开展调研基础上， 建立职工心理
健康干预机制。” 北京地铁工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北京
地铁科技发展公司工会上周发起
抗“疫”捐赠活动，号召全体职工
进行爱心捐款。此次共有500余名
职工捐款24942元， 地铁科技公
司第一时间将善款捐给北京市
温暖基金会“温暖武汉”项目。

捐款活动一开始， 各部门工
会主席带头捐款并积极组织动
员， 第一时间将倡议书转发到工
会群、朋友圈。在工会的倡议下，
职工积极响应，通过支付宝、微信
等转账， 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
控贡献一份力量。

郑晓腾是地铁科技发展公司
维修四项目部一名普通职工，此
次捐款1000元。当别人问起时，他
摆摆手说：“这不算什么， 咱们没
机会去战‘疫’的最前线，就在后
方做好支援工作。”“防控疫情，危
机关头伸出援手， 希望我们的爱
心能为抗‘疫’传递一份正能量。”
维修五项目部胡东阳表示。

如今， 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
关键的时刻， 地铁科技公司职工
将时刻密切关注疫情动态， 尽己
所能做出贡献， 共同努力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地铁科技职工为“温暖武汉”捐款24942元

工工人人先先锋锋号号志志愿愿者者上上门门送送服服务务
记者昨天从东城区总工会了解到， “全国工人先锋号” 获得者金板寸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的6位师傅，

来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培训中心集中隔离观察点现场， 为观察点的工作人员免费上门理发。 “疫情防
控， 从头做起， 我希望能用这个手艺为大家服务， 让他们能够 ‘轻’ 装上阵， 为抗击疫情尽一份绵薄之
力。” 北京金板寸传承人刘清池说。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平谷区
兴谷街道总工会在做好疫情防护
前提下， 上周组织机关工会会员
100余人到杜辛庄村开展以“绿化
环境美化家园” 为主题的义务植
树活动，为美丽家园再添新绿。

在植树点， 兴谷街道班子成

员带头进行体温测量， 有序开展
植树。工会会员发扬不怕脏、不怕
苦、 不怕累的担当精神， 分工合
作、干劲十足。植树现场，大家撸
起袖子挥锹、扶苗、培土、踩实、浇
水……做好每一道工序， 最终栽
下400多株树苗。

兴谷街道工会会员义务植树添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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