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派工会干部下沉进园区服务

随着北京逐渐复工复产， 由
属地政府、 街道和物业管理方组
成的园区 “双楼长” 机制随之建
立 ， 兼顾着属地和单位双向责
任。 实施这种机制， 促进企业有
序复产复工也是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协助科技园区做好防疫工作
的措施之一。

从3月2日开始， 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总工会基层组织部部长
徐娜下沉到汇龙森科技园区三区
担任楼长， 与物业管理方的楼长
结成 “对子” 携手抗疫。 汇龙森
三区汇集着数百家企业， 而徐娜
肩负着17栋楼、 大大小小共70余
家企业的防疫工作， 从摸排每家
企业的情况， 到检查防疫措施，
再到统计企业海外职工回国情
况、 湖北籍职工的隔离情况……
徐娜一个月来， 记下了厚厚的抗
疫工作日志。 她的经历也同样反
映着其他下沉防疫一线工会干部
的日常。

徐娜清楚地记得今年2月底，
她得到通知， 要去汇龙森科技园
区参加防疫工作。 “科技园区汇
集着大量企业。 小到两三个人的
微型企业 ， 大到上百人的大公
司 。 这工作考验得都是细致活
儿。” 徐娜说。 到园区报道第一
天， 徐娜接到了任务———负责园
区17栋楼， 一共79家企业的防疫
工作， 光看数字就知道这担子可
不轻。 徐娜上岗第一天就跟着园
区物业的楼长跑了一圈， 跟这17
栋楼的每一家企业负责人进行了
对接， 整整跑了小半天儿， 徐娜
微信运动的步数突破了一万 。
“这17栋楼围了一个圈。 规模最
大的企业自己占了两栋楼。 有的
楼里分布着二三十家小企业。 需
要逐一叮嘱排查隐患， 了解员工
情况。” 徐娜说。

其实在徐娜的 “楼长巡查工
作清单” 中， 记者看到， 她跑一
趟可不是简单的聊聊天， 她需要
了解企业是否张贴抗疫的宣传告
示， 贴得是否规范明显； 楼宇的
出入口是否设置登记测温； 中央
是否关闭回风； 是否消毒， 是否
有记录； 企业是否复工； 企业租
赁面积是否满足上班员工的需
要， 按要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
低于一米， 每个人占用的面积超
过2.5平方米以上 ； 是否与员工
签订了防疫责任书； 是否掌握了
员工轨迹、 建立员工健康档案；

是否为员工配置防疫物资……这
项工作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每天
都要进行一遍。

“企业需要落实的抗疫工作
很细致， 比如要有消毒标识、 要
给员工发放口罩等防疫物资， 还
得安排专门收集废口罩的垃圾桶
等……为了方便企业落实防疫要
求， 我们几个园区楼长一合计，
将这些要求整理成模板， 转发给
各个企业负责人， 以方便他们来
执行。” 徐娜说， 这个模板果然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给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也是
抗疫工作的重点。 “徐楼长，我们
想复工，可停工后资金困难……”
“徐楼长， 我们上游企业不开工，
我们买不到材料……”“我们的客
户没复工，订单量不到一成……”
在当楼长的这段时间， 徐娜每天
都与企业沟通， 随时将他们的困
难反映到相关部门。

当国际疫情越演越烈之时，
园区一家企业有个外籍员工申请
复工， 徐娜赶紧将外籍人员入境
政策送到了企业 ， 由于该职工
所 在 国 家 不 通 航 ， 最 终 没 有
复 岗 ； 在 武 汉 解 除 “封城 ” 之
后， 徐娜又赶紧了解各个企业有
哪些湖北籍员工将回到园区， 这
些企业是否有隔离条件， 并把园
区观察点地址逐一通知到每一个
企业……

这次当楼长的经历让徐娜印
象深刻 ， 她表示 ， 三方联动的
“双楼长” 制， 让园区防疫线更
为牢固、 规范， 也让共同参与防
疫工作的干部迅速建立起来了抗
疫情谊。 据了解， 截至目前， 总
工会已派出16名工会干部下沉社
区、 园区助力基层工作， 加大防
疫力量。

德胜街道总工会：

工会干部值守园区“第一关”

“普天德胜是我们辖区一个
重要的科技园区， 在疫情防控以
及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 我们给
予他们最大的支持。” 西城区德
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说。

目前， 普天德胜科技园入驻
企业100家左右， 主要是信息通
信、 大数据、 人工智能、 金融科
技 、 文化创意等领域创新型企
业， 员工数量为1900余人。

今年春节过后， 德胜街道总
工会就开始通过微信、 QQ联系
地区企业、 楼宇、 社区， 每天统
计返京人员和企业情况。 复工复
产的号角吹响以后， 街道总工会

主席陈洪祥更是将地区所有楼宇
都实地走访一遍， 了解企业复工
复产的安排和困难。 了解到园区
于2月10日复工复产。 由于入驻
企业多、 职工多， 将面临 “大门
安保人员紧张” 等情况， 不利于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于是决定
派服务站工作人员增援， 这是普
天德胜复工复产的第一道关卡。

“2月10日也是我们德胜街
道工会服务站上班第一天。 我们
开会针对辖区的疫情防控工作进
行安排， 并选派2人小组支援普
天德胜， 他们第二天就上岗到位
了。” 陈洪祥说。

赵雪松是德胜街道工会服务
站增援普天德胜的工作人员之
一。 她告诉记者， 她和同事每天
8点到9点半上班早高峰的时段在
普天德胜科技园区的大门值守，
检查进出园区人员的出入证， 记
录他们的体温。

此后， 普天德胜科技园强化
了复工复产企业以及人员的信息
化管理， 人员可以通过扫码的方
式进入园区， 但是因为复工复产
企业持续增多， 而且所有人员都
要测量体温， 所以值守大门的工
作任务依然不轻。

普天德胜人员进出的大门与
车辆进出的门紧挨着， 如果同一
时间段进出园区的车辆较多， 德
胜街道工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们
还会帮助车辆出入口的保安， 查
验司机的出入证以及后备箱。 此
外， 普天德胜虽然是科技园区，
但是除了企业办公的商务楼宇，
园区内还有居民楼。 此前， 只有
2栋楼的居民从大门进出。 疫情
出现之后， 为了便于管理， 园区
将一个居民常走的门封住后， 有
10栋楼的居民都要从大门进出。
这些都在无形中增加了大门值守
的难度。

德胜街道工会服务站在普天
德胜的值守工作持续了一个多
月， 在这段时间里， 服务站的工
作人员们每一天都是提前到岗，
套上 “黄马甲” 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其实，他们的家距离普天德胜
并不近。 比如赵雪松， 家住朝阳
区， 值守的日子， 她每天6点起
床，7点从家里出发， 骑自行车到
普天德胜上岗。 “我早晨习惯在家
吃了早饭再出门， 不然在园区门
口站半个小时，手脚就冰凉了。刚
开始， 早晨出门的时候， 路灯还
亮着。 后来还下了两场雪。 我们
平时在服务站办公，是室内，冬天
不用穿太多。但是这次，我把家里
压箱底的棉裤都找出来穿上了。”

记者了解到， 除了为园区防

疫工作增派人手， 德胜街道总工
会还给有需求的入驻企业派发了
防疫物资。

德胜街道总工会贴心的工
作， 得到了普天德胜入驻企业的
认可。 有的通过微信群、 QQ群
表达对工会的感谢， 有的则直接
打电话给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
表达心意。

“园区的企业、 职工， 都特
别好， 很多人见了我们都会主动
打招呼， 还经常跟我们说， ‘辛
苦啦’。 听到这些， 我们这心里
也暖暖的！” 赵雪松告诉记者。

陈洪祥表示， 在复产复工关
键时期， 地区各基层工会组织服
务大局， 把职工健康和安全放在
第一位， 各单位各企业多措并举
保证疫情防控到位。 作为街道总
工会要以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全
力配合地区企业做好各项工作，
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 帮助企业
平稳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为打赢
这场防疫阻击战做出贡献。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

建立企业疫情动态管理台账

“您说的我了解了， 返京后
一定进行隔离和填报， 真是太谢
谢了。” 近日， 湖北地区人员有
序返京工作正式启动， 中关村丰
台园区一位住在湖北的企业职
工， 拨打12345市长热线咨询回
京复工是否需要办理相关证件或
者向相关部门报备事宜， 中关村
丰台园工会服务站李岩接到派单
后， 第一时间向园区防疫办咨询
政策， 随后电话进行回复。

“我们工会尽己所能为企业
和职工办实事， 全心全意为企业
复工复产做好服务。” 中关村丰
台园工会主席石岩说。

为了助力园区企业有序复工
复产，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服务站
的工作人员每天对所属辖区内15
栋楼宇的复工企业进行实地巡
查 ， 了解情况 ， 掌握各企业复
工人数和外地回京人员数等， 建
立企业动态管理台账； 及时为新
复工企业传达防疫要求， 发放防
疫海报。

石岩告诉记者， 新冠肺炎疫
情来袭， 企业的劳动法律问题凸
显，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联合园区
内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以网络音
频方式为广大企业和职工解答疫
情防控期间工资发放和国家关于
“五险一金” 减免方面的优惠政
策等， 音频可通过链接免费重复
收听。 结合真实案例的分享让枯

燥难懂的法律法规更加直观易
懂， 使得企业和职工可以更好地
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我们园区的广大企业工会
也积极行动 ， 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 。” 随着入驻企业逐步复工 、
入园人数有序递增， 园区汉威国
际广场物业与汉威联合工会紧密
配合， 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和引
导， 确保各项防疫工作的全面覆
盖， 努力为企业和职工打造安全
的办公环境， 协助园区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

在疫情防控期间， 进入园区
的全体人员必须登记并测量体温 ，
汉威国际广场一至四区总共开放
五个出入口， 各入口均设置了二
维码登记、 热成像自动测温等无
接触服务措施， 很大程度上提高
了登记测温效率、减少等待时间。

公共区域和设施的消毒做到
多轮次全覆盖 ， 大堂各门 、 闸
机、 电梯轿厢、 卫生间、 楼梯、
地下车库等区域做到每日六次循
环消毒， 并做好工作记录和提示
标识， 为广大职工做好防疫后勤
保障工作， 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
每一个细节。

无独有偶 ， 新冠疫情发生
后， 园区基层工会富丰总公司工
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按照园区
防疫办统一安排进行防疫工作，
并根据国内疫情形势及时调整防
疫工作重点。

富丰总公司对所管辖区域内
80座楼宇进行了细致的安排， 成
立防疫工作检查督查小组， 对防
疫工作进行实地检查 ， 查缺补
漏。 富丰总公司工会帮助辖区楼
宇内企业购买体温枪、 体温计和
消杀物品； 协调专人配合中关村
丰台园管委会远赴广东惠州拉回
口罩生产线设备， 为园区内企业
提供购买口罩的途径， 为企业全
面复工复产提供有效的保障。

石岩告诉记者， 富丰总公司
微信公众号还专门开通疫情防控
宣传专栏， 积极发布各类防控信
息， 及时报道集团各企业、 各部
门防疫工作动态， 正面宣传防疫
工作中出现的感人事迹， 通过正
面引导， 有效调动职工对防控工
作的积极性。

“随着国内外防疫形势的变
化，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及各基层
工会定会加紧防疫步伐， 严格落
实企业按面积、 按比例复工复产
的要求， 控疫情、 稳经济， 同步
抓、 两不误， 扎实推动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 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和
确保经济稳步增长贡献一份力
量。” 石岩告诉记者。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派工会干部下沉进园区服务

随着北京逐渐复工复产， 由
属地政府、 街道和物业管理方组
成的园区 “双楼长” 机制随之建
立 ， 兼顾着属地和单位双向责
任。 实施这种机制， 促进企业有
序复产复工也是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协助科技园区做好防疫工作
的措施之一。

从3月2日开始， 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总工会基层组织部部长
徐娜下沉到汇龙森科技园区三区
担任楼长， 与物业管理方的楼长
结成 “对子” 携手抗疫。 汇龙森
三区汇集着数百家企业， 而徐娜
肩负着17栋楼、 大大小小共70余
家企业的防疫工作， 从摸排每家
企业的情况， 到检查防疫措施，
再到统计企业海外职工回国情
况、 湖北籍职工的隔离情况……
徐娜一个月来， 记下了厚厚的抗
疫工作日志。 她的经历也同样反
映着其他下沉防疫一线工会干部
的日常。

徐娜清楚地记得今年2月底，
她得到通知， 要去汇龙森科技园
区参加防疫工作。 “科技园区汇
集着大量企业。 小到两三个人的
微型企业 ， 大到上百人的大公
司 。 这工作考验得都是细致活
儿。” 徐娜说。 到园区报道第一
天， 徐娜接到了任务———负责园
区17栋楼， 一共79家企业的防疫
工作， 光看数字就知道这担子可
不轻。 徐娜上岗第一天就跟着园
区物业的楼长跑了一圈， 跟这17
栋楼的每一家企业负责人进行了
对接， 整整跑了小半天儿， 徐娜
微信运动的步数突破了一万 。
“这17栋楼围了一个圈。 规模最
大的企业自己占了两栋楼。 有的
楼里分布着二三十家小企业。 需
要逐一叮嘱排查隐患， 了解员工
情况。” 徐娜说。

其实在徐娜的 “楼长巡查工
作清单” 中， 记者看到， 她跑一
趟可不是简单的聊聊天， 她需要
了解企业是否张贴抗疫的宣传告
示， 贴得是否规范明显； 楼宇的
出入口是否设置登记测温； 中央
是否关闭回风； 是否消毒， 是否
有记录； 企业是否复工； 企业租
赁面积是否满足上班员工的需
要， 按要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
低于一米， 每个人占用的面积超
过2.5平方米以上 ； 是否与员工
签订了防疫责任书； 是否掌握了
员工轨迹、 建立员工健康档案；

是否为员工配置防疫物资……这
项工作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每天
都要进行一遍。

“企业需要落实的抗疫工作
很细致， 比如要有消毒标识、 要
给员工发放口罩等防疫物资， 还
得安排专门收集废口罩的垃圾桶
等……为了方便企业落实防疫要
求， 我们几个园区楼长一合计，
将这些要求整理成模板， 转发给
各个企业负责人， 以方便他们来
执行。” 徐娜说， 这个模板果然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给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也是
抗疫工作的重点。 “徐楼长，我们
想复工，可停工后资金困难……”
“徐楼长， 我们上游企业不开工，
我们买不到材料……”“我们的客
户没复工，订单量不到一成……”
在当楼长的这段时间， 徐娜每天
都与企业沟通， 随时将他们的困
难反映到相关部门。

当国际疫情越演越烈之时，
园区一家企业有个外籍员工申请
复工， 徐娜赶紧将外籍人员入境
政策送到了企业 ， 由于该职工
所 在 国 家 不 通 航 ， 最 终 没 有
复 岗 ； 在 武 汉 解 除 “封城 ” 之
后， 徐娜又赶紧了解各个企业有
哪些湖北籍员工将回到园区， 这
些企业是否有隔离条件， 并把园
区观察点地址逐一通知到每一个
企业……

这次当楼长的经历让徐娜印
象深刻 ， 她表示 ， 三方联动的
“双楼长” 制， 让园区防疫线更
为牢固、 规范， 也让共同参与防
疫工作的干部迅速建立起来了抗
疫情谊。 据了解， 截至目前， 总
工会已派出16名工会干部下沉社
区、 园区助力基层工作， 加大防
疫力量。

德胜街道总工会：

工会干部值守园区“第一关”

“普天德胜是我们辖区一个
重要的科技园区， 在疫情防控以
及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 我们给
予他们最大的支持。” 西城区德
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说。

目前， 普天德胜科技园入驻
企业100家左右， 主要是信息通
信、 大数据、 人工智能、 金融科
技 、 文化创意等领域创新型企
业， 员工数量为1900余人。

今年春节过后， 德胜街道总
工会就开始通过微信、 QQ联系
地区企业、 楼宇、 社区， 每天统
计返京人员和企业情况。 复工复
产的号角吹响以后， 街道总工会

主席陈洪祥更是将地区所有楼宇
都实地走访一遍， 了解企业复工
复产的安排和困难。 了解到园区
于2月10日复工复产。 由于入驻
企业多、 职工多， 将面临 “大门
安保人员紧张” 等情况， 不利于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于是决定
派服务站工作人员增援， 这是普
天德胜复工复产的第一道关卡。

“2月10日也是我们德胜街
道工会服务站上班第一天。 我们
开会针对辖区的疫情防控工作进
行安排， 并选派2人小组支援普
天德胜， 他们第二天就上岗到位
了。” 陈洪祥说。

赵雪松是德胜街道工会服务
站增援普天德胜的工作人员之
一。 她告诉记者， 她和同事每天
8点到9点半上班早高峰的时段在
普天德胜科技园区的大门值守，
检查进出园区人员的出入证， 记
录他们的体温。

此后， 普天德胜科技园强化
了复工复产企业以及人员的信息
化管理， 人员可以通过扫码的方
式进入园区， 但是因为复工复产
企业持续增多， 而且所有人员都
要测量体温， 所以值守大门的工
作任务依然不轻。

普天德胜人员进出的大门与
车辆进出的门紧挨着， 如果同一
时间段进出园区的车辆较多， 德
胜街道工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们
还会帮助车辆出入口的保安， 查
验司机的出入证以及后备箱。 此
外， 普天德胜虽然是科技园区，
但是除了企业办公的商务楼宇，
园区内还有居民楼。 此前， 只有
2栋楼的居民从大门进出。 疫情
出现之后， 为了便于管理， 园区
将一个居民常走的门封住后， 有
10栋楼的居民都要从大门进出。
这些都在无形中增加了大门值守
的难度。

德胜街道工会服务站在普天
德胜的值守工作持续了一个多
月， 在这段时间里， 服务站的工
作人员们每一天都是提前到岗，
套上 “黄马甲” 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其实，他们的家距离普天德胜
并不近。 比如赵雪松， 家住朝阳
区， 值守的日子， 她每天6点起
床，7点从家里出发， 骑自行车到
普天德胜上岗。 “我早晨习惯在家
吃了早饭再出门， 不然在园区门
口站半个小时，手脚就冰凉了。刚
开始， 早晨出门的时候， 路灯还
亮着。 后来还下了两场雪。 我们
平时在服务站办公，是室内，冬天
不用穿太多。但是这次，我把家里
压箱底的棉裤都找出来穿上了。”

记者了解到， 除了为园区防

疫工作增派人手， 德胜街道总工
会还给有需求的入驻企业派发了
防疫物资。

德胜街道总工会贴心的工
作， 得到了普天德胜入驻企业的
认可。 有的通过微信群、 QQ群
表达对工会的感谢， 有的则直接
打电话给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
表达心意。

“园区的企业、 职工， 都特
别好， 很多人见了我们都会主动
打招呼， 还经常跟我们说， ‘辛
苦啦’。 听到这些， 我们这心里
也暖暖的！” 赵雪松告诉记者。

陈洪祥表示， 在复产复工关
键时期， 地区各基层工会组织服
务大局， 把职工健康和安全放在
第一位， 各单位各企业多措并举
保证疫情防控到位。 作为街道总
工会要以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全
力配合地区企业做好各项工作，
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 帮助企业
平稳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为打赢
这场防疫阻击战做出贡献。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

建立企业疫情动态管理台账

“您说的我了解了， 返京后
一定进行隔离和填报， 真是太谢
谢了。” 近日， 湖北地区人员有
序返京工作正式启动， 中关村丰
台园区一位住在湖北的企业职
工， 拨打12345市长热线咨询回
京复工是否需要办理相关证件或
者向相关部门报备事宜， 中关村
丰台园工会服务站李岩接到派单
后， 第一时间向园区防疫办咨询
政策， 随后电话进行回复。

“我们工会尽己所能为企业
和职工办实事， 全心全意为企业
复工复产做好服务。” 中关村丰
台园工会主席石岩说。

为了助力园区企业有序复工
复产，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服务站
的工作人员每天对所属辖区内15
栋楼宇的复工企业进行实地巡
查 ， 了解情况 ， 掌握各企业复
工人数和外地回京人员数等， 建
立企业动态管理台账； 及时为新
复工企业传达防疫要求， 发放防
疫海报。

石岩告诉记者， 新冠肺炎疫
情来袭， 企业的劳动法律问题凸
显，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联合园区
内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以网络音
频方式为广大企业和职工解答疫
情防控期间工资发放和国家关于
“五险一金” 减免方面的优惠政
策等， 音频可通过链接免费重复
收听。 结合真实案例的分享让枯

燥难懂的法律法规更加直观易
懂， 使得企业和职工可以更好地
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我们园区的广大企业工会
也积极行动 ， 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 。” 随着入驻企业逐步复工 、
入园人数有序递增， 园区汉威国
际广场物业与汉威联合工会紧密
配合， 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和引
导， 确保各项防疫工作的全面覆
盖， 努力为企业和职工打造安全
的办公环境， 协助园区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

在疫情防控期间， 进入园区
的全体人员必须登记并测量体温 ，
汉威国际广场一至四区总共开放
五个出入口， 各入口均设置了二
维码登记、 热成像自动测温等无
接触服务措施， 很大程度上提高
了登记测温效率、减少等待时间。

公共区域和设施的消毒做到
多轮次全覆盖 ， 大堂各门 、 闸
机、 电梯轿厢、 卫生间、 楼梯、
地下车库等区域做到每日六次循
环消毒， 并做好工作记录和提示
标识， 为广大职工做好防疫后勤
保障工作， 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
每一个细节。

无独有偶 ， 新冠疫情发生
后， 园区基层工会富丰总公司工
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按照园区
防疫办统一安排进行防疫工作，
并根据国内疫情形势及时调整防
疫工作重点。

富丰总公司对所管辖区域内
80座楼宇进行了细致的安排， 成
立防疫工作检查督查小组， 对防
疫工作进行实地检查 ， 查缺补
漏。 富丰总公司工会帮助辖区楼
宇内企业购买体温枪、 体温计和
消杀物品； 协调专人配合中关村
丰台园管委会远赴广东惠州拉回
口罩生产线设备， 为园区内企业
提供购买口罩的途径， 为企业全
面复工复产提供有效的保障。

石岩告诉记者， 富丰总公司
微信公众号还专门开通疫情防控
宣传专栏， 积极发布各类防控信
息， 及时报道集团各企业、 各部
门防疫工作动态， 正面宣传防疫
工作中出现的感人事迹， 通过正
面引导， 有效调动职工对防控工
作的积极性。

“随着国内外防疫形势的变
化，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及各基层
工会定会加紧防疫步伐， 严格落
实企业按面积、 按比例复工复产
的要求， 控疫情、 稳经济， 同步
抓、 两不误， 扎实推动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 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和
确保经济稳步增长贡献一份力
量。” 石岩告诉记者。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派工会干部下沉进园区服务

随着北京逐渐复工复产， 由
属地政府、 街道和物业管理方组
成的园区 “双楼长” 机制随之建
立 ， 兼顾着属地和单位双向责
任。 实施这种机制， 促进企业有
序复产复工也是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协助科技园区做好防疫工作
的措施之一。

从3月2日开始， 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总工会基层组织部部长
徐娜下沉到汇龙森科技园区三区
担任楼长， 与物业管理方的楼长
结成 “对子” 携手抗疫。 汇龙森
三区汇集着数百家企业， 而徐娜
肩负着17栋楼、 大大小小共70余
家企业的防疫工作， 从摸排每家
企业的情况， 到检查防疫措施，
再到统计企业海外职工回国情
况、 湖北籍职工的隔离情况……
徐娜一个月来， 记下了厚厚的抗
疫工作日志。 她的经历也同样反
映着其他下沉防疫一线工会干部
的日常。

徐娜清楚地记得今年2月底，
她得到通知， 要去汇龙森科技园
区参加防疫工作。 “科技园区汇
集着大量企业。 小到两三个人的
微型企业 ， 大到上百人的大公
司 。 这工作考验得都是细致活
儿。” 徐娜说。 到园区报道第一
天， 徐娜接到了任务———负责园
区17栋楼， 一共79家企业的防疫
工作， 光看数字就知道这担子可
不轻。 徐娜上岗第一天就跟着园
区物业的楼长跑了一圈， 跟这17
栋楼的每一家企业负责人进行了
对接， 整整跑了小半天儿， 徐娜
微信运动的步数突破了一万 。
“这17栋楼围了一个圈。 规模最
大的企业自己占了两栋楼。 有的
楼里分布着二三十家小企业。 需
要逐一叮嘱排查隐患， 了解员工
情况。” 徐娜说。

其实在徐娜的 “楼长巡查工
作清单” 中， 记者看到， 她跑一
趟可不是简单的聊聊天， 她需要
了解企业是否张贴抗疫的宣传告
示， 贴得是否规范明显； 楼宇的
出入口是否设置登记测温； 中央
是否关闭回风； 是否消毒， 是否
有记录； 企业是否复工； 企业租
赁面积是否满足上班员工的需
要， 按要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
低于一米， 每个人占用的面积超
过2.5平方米以上 ； 是否与员工
签订了防疫责任书； 是否掌握了
员工轨迹、 建立员工健康档案；

是否为员工配置防疫物资……这
项工作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每天
都要进行一遍。

“企业需要落实的抗疫工作
很细致， 比如要有消毒标识、 要
给员工发放口罩等防疫物资， 还
得安排专门收集废口罩的垃圾桶
等……为了方便企业落实防疫要
求， 我们几个园区楼长一合计，
将这些要求整理成模板， 转发给
各个企业负责人， 以方便他们来
执行。” 徐娜说， 这个模板果然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给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也是
抗疫工作的重点。 “徐楼长，我们
想复工，可停工后资金困难……”
“徐楼长， 我们上游企业不开工，
我们买不到材料……”“我们的客
户没复工，订单量不到一成……”
在当楼长的这段时间， 徐娜每天
都与企业沟通， 随时将他们的困
难反映到相关部门。

当国际疫情越演越烈之时，
园区一家企业有个外籍员工申请
复工， 徐娜赶紧将外籍人员入境
政策送到了企业 ， 由于该职工
所 在 国 家 不 通 航 ， 最 终 没 有
复 岗 ； 在 武 汉 解 除 “封城 ” 之
后， 徐娜又赶紧了解各个企业有
哪些湖北籍员工将回到园区， 这
些企业是否有隔离条件， 并把园
区观察点地址逐一通知到每一个
企业……

这次当楼长的经历让徐娜印
象深刻 ， 她表示 ， 三方联动的
“双楼长” 制， 让园区防疫线更
为牢固、 规范， 也让共同参与防
疫工作的干部迅速建立起来了抗
疫情谊。 据了解， 截至目前， 总
工会已派出16名工会干部下沉社
区、 园区助力基层工作， 加大防
疫力量。

德胜街道总工会：

工会干部值守园区“第一关”

“普天德胜是我们辖区一个
重要的科技园区， 在疫情防控以
及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 我们给
予他们最大的支持。” 西城区德
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说。

目前， 普天德胜科技园入驻
企业100家左右， 主要是信息通
信、 大数据、 人工智能、 金融科
技 、 文化创意等领域创新型企
业， 员工数量为1900余人。

今年春节过后， 德胜街道总
工会就开始通过微信、 QQ联系
地区企业、 楼宇、 社区， 每天统
计返京人员和企业情况。 复工复
产的号角吹响以后， 街道总工会

主席陈洪祥更是将地区所有楼宇
都实地走访一遍， 了解企业复工
复产的安排和困难。 了解到园区
于2月10日复工复产。 由于入驻
企业多、 职工多， 将面临 “大门
安保人员紧张” 等情况， 不利于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于是决定
派服务站工作人员增援， 这是普
天德胜复工复产的第一道关卡。

“2月10日也是我们德胜街
道工会服务站上班第一天。 我们
开会针对辖区的疫情防控工作进
行安排， 并选派2人小组支援普
天德胜， 他们第二天就上岗到位
了。” 陈洪祥说。

赵雪松是德胜街道工会服务
站增援普天德胜的工作人员之
一。 她告诉记者， 她和同事每天
8点到9点半上班早高峰的时段在
普天德胜科技园区的大门值守，
检查进出园区人员的出入证， 记
录他们的体温。

此后， 普天德胜科技园强化
了复工复产企业以及人员的信息
化管理， 人员可以通过扫码的方
式进入园区， 但是因为复工复产
企业持续增多， 而且所有人员都
要测量体温， 所以值守大门的工
作任务依然不轻。

普天德胜人员进出的大门与
车辆进出的门紧挨着， 如果同一
时间段进出园区的车辆较多， 德
胜街道工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们
还会帮助车辆出入口的保安， 查
验司机的出入证以及后备箱。 此
外， 普天德胜虽然是科技园区，
但是除了企业办公的商务楼宇，
园区内还有居民楼。 此前， 只有
2栋楼的居民从大门进出。 疫情
出现之后， 为了便于管理， 园区
将一个居民常走的门封住后， 有
10栋楼的居民都要从大门进出。
这些都在无形中增加了大门值守
的难度。

德胜街道工会服务站在普天
德胜的值守工作持续了一个多
月， 在这段时间里， 服务站的工
作人员们每一天都是提前到岗，
套上 “黄马甲” 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其实，他们的家距离普天德胜
并不近。 比如赵雪松， 家住朝阳
区， 值守的日子， 她每天6点起
床，7点从家里出发， 骑自行车到
普天德胜上岗。 “我早晨习惯在家
吃了早饭再出门， 不然在园区门
口站半个小时，手脚就冰凉了。刚
开始， 早晨出门的时候， 路灯还
亮着。 后来还下了两场雪。 我们
平时在服务站办公，是室内，冬天
不用穿太多。但是这次，我把家里
压箱底的棉裤都找出来穿上了。”

记者了解到， 除了为园区防

疫工作增派人手， 德胜街道总工
会还给有需求的入驻企业派发了
防疫物资。

德胜街道总工会贴心的工
作， 得到了普天德胜入驻企业的
认可。 有的通过微信群、 QQ群
表达对工会的感谢， 有的则直接
打电话给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
表达心意。

“园区的企业、 职工， 都特
别好， 很多人见了我们都会主动
打招呼， 还经常跟我们说， ‘辛
苦啦’。 听到这些， 我们这心里
也暖暖的！” 赵雪松告诉记者。

陈洪祥表示， 在复产复工关
键时期， 地区各基层工会组织服
务大局， 把职工健康和安全放在
第一位， 各单位各企业多措并举
保证疫情防控到位。 作为街道总
工会要以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全
力配合地区企业做好各项工作，
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 帮助企业
平稳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为打赢
这场防疫阻击战做出贡献。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

建立企业疫情动态管理台账

“您说的我了解了， 返京后
一定进行隔离和填报， 真是太谢
谢了。” 近日， 湖北地区人员有
序返京工作正式启动， 中关村丰
台园区一位住在湖北的企业职
工， 拨打12345市长热线咨询回
京复工是否需要办理相关证件或
者向相关部门报备事宜， 中关村
丰台园工会服务站李岩接到派单
后， 第一时间向园区防疫办咨询
政策， 随后电话进行回复。

“我们工会尽己所能为企业
和职工办实事， 全心全意为企业
复工复产做好服务。” 中关村丰
台园工会主席石岩说。

为了助力园区企业有序复工
复产，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服务站
的工作人员每天对所属辖区内15
栋楼宇的复工企业进行实地巡
查 ， 了解情况 ， 掌握各企业复
工人数和外地回京人员数等， 建
立企业动态管理台账； 及时为新
复工企业传达防疫要求， 发放防
疫海报。

石岩告诉记者， 新冠肺炎疫
情来袭， 企业的劳动法律问题凸
显，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联合园区
内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以网络音
频方式为广大企业和职工解答疫
情防控期间工资发放和国家关于
“五险一金” 减免方面的优惠政
策等， 音频可通过链接免费重复
收听。 结合真实案例的分享让枯

燥难懂的法律法规更加直观易
懂， 使得企业和职工可以更好地
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我们园区的广大企业工会
也积极行动 ， 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 。” 随着入驻企业逐步复工 、
入园人数有序递增， 园区汉威国
际广场物业与汉威联合工会紧密
配合， 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和引
导， 确保各项防疫工作的全面覆
盖， 努力为企业和职工打造安全
的办公环境， 协助园区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

在疫情防控期间， 进入园区
的全体人员必须登记并测量体温 ，
汉威国际广场一至四区总共开放
五个出入口， 各入口均设置了二
维码登记、 热成像自动测温等无
接触服务措施， 很大程度上提高
了登记测温效率、减少等待时间。

公共区域和设施的消毒做到
多轮次全覆盖 ， 大堂各门 、 闸
机、 电梯轿厢、 卫生间、 楼梯、
地下车库等区域做到每日六次循
环消毒， 并做好工作记录和提示
标识， 为广大职工做好防疫后勤
保障工作， 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
每一个细节。

无独有偶 ， 新冠疫情发生
后， 园区基层工会富丰总公司工
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按照园区
防疫办统一安排进行防疫工作，
并根据国内疫情形势及时调整防
疫工作重点。

富丰总公司对所管辖区域内
80座楼宇进行了细致的安排， 成
立防疫工作检查督查小组， 对防
疫工作进行实地检查 ， 查缺补
漏。 富丰总公司工会帮助辖区楼
宇内企业购买体温枪、 体温计和
消杀物品； 协调专人配合中关村
丰台园管委会远赴广东惠州拉回
口罩生产线设备， 为园区内企业
提供购买口罩的途径， 为企业全
面复工复产提供有效的保障。

石岩告诉记者， 富丰总公司
微信公众号还专门开通疫情防控
宣传专栏， 积极发布各类防控信
息， 及时报道集团各企业、 各部
门防疫工作动态， 正面宣传防疫
工作中出现的感人事迹， 通过正
面引导， 有效调动职工对防控工
作的积极性。

“随着国内外防疫形势的变
化，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及各基层
工会定会加紧防疫步伐， 严格落
实企业按面积、 按比例复工复产
的要求， 控疫情、 稳经济， 同步
抓、 两不误， 扎实推动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 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和
确保经济稳步增长贡献一份力
量。” 石岩告诉记者。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派工会干部下沉进园区服务

随着北京逐渐复工复产， 由
属地政府、 街道和物业管理方组
成的园区 “双楼长” 机制随之建
立 ， 兼顾着属地和单位双向责
任。 实施这种机制， 促进企业有
序复产复工也是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协助科技园区做好防疫工作
的措施之一。

从3月2日开始， 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总工会基层组织部部长
徐娜下沉到汇龙森科技园区三区
担任楼长， 与物业管理方的楼长
结成 “对子” 携手抗疫。 汇龙森
三区汇集着数百家企业， 而徐娜
肩负着17栋楼、 大大小小共70余
家企业的防疫工作， 从摸排每家
企业的情况， 到检查防疫措施，
再到统计企业海外职工回国情
况、 湖北籍职工的隔离情况……
徐娜一个月来， 记下了厚厚的抗
疫工作日志。 她的经历也同样反
映着其他下沉防疫一线工会干部
的日常。

徐娜清楚地记得今年2月底，
她得到通知， 要去汇龙森科技园
区参加防疫工作。 “科技园区汇
集着大量企业。 小到两三个人的
微型企业 ， 大到上百人的大公
司 。 这工作考验得都是细致活
儿。” 徐娜说。 到园区报道第一
天， 徐娜接到了任务———负责园
区17栋楼， 一共79家企业的防疫
工作， 光看数字就知道这担子可
不轻。 徐娜上岗第一天就跟着园
区物业的楼长跑了一圈， 跟这17
栋楼的每一家企业负责人进行了
对接， 整整跑了小半天儿， 徐娜
微信运动的步数突破了一万 。
“这17栋楼围了一个圈。 规模最
大的企业自己占了两栋楼。 有的
楼里分布着二三十家小企业。 需
要逐一叮嘱排查隐患， 了解员工
情况。” 徐娜说。

其实在徐娜的 “楼长巡查工
作清单” 中， 记者看到， 她跑一
趟可不是简单的聊聊天， 她需要
了解企业是否张贴抗疫的宣传告
示， 贴得是否规范明显； 楼宇的
出入口是否设置登记测温； 中央
是否关闭回风； 是否消毒， 是否
有记录； 企业是否复工； 企业租
赁面积是否满足上班员工的需
要， 按要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
低于一米， 每个人占用的面积超
过2.5平方米以上 ； 是否与员工
签订了防疫责任书； 是否掌握了
员工轨迹、 建立员工健康档案；

是否为员工配置防疫物资……这
项工作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每天
都要进行一遍。

“企业需要落实的抗疫工作
很细致， 比如要有消毒标识、 要
给员工发放口罩等防疫物资， 还
得安排专门收集废口罩的垃圾桶
等……为了方便企业落实防疫要
求， 我们几个园区楼长一合计，
将这些要求整理成模板， 转发给
各个企业负责人， 以方便他们来
执行。” 徐娜说， 这个模板果然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给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也是
抗疫工作的重点。 “徐楼长，我们
想复工，可停工后资金困难……”
“徐楼长， 我们上游企业不开工，
我们买不到材料……”“我们的客
户没复工，订单量不到一成……”
在当楼长的这段时间， 徐娜每天
都与企业沟通， 随时将他们的困
难反映到相关部门。

当国际疫情越演越烈之时，
园区一家企业有个外籍员工申请
复工， 徐娜赶紧将外籍人员入境
政策送到了企业 ， 由于该职工
所 在 国 家 不 通 航 ， 最 终 没 有
复 岗 ； 在 武 汉 解 除 “封城 ” 之
后， 徐娜又赶紧了解各个企业有
哪些湖北籍员工将回到园区， 这
些企业是否有隔离条件， 并把园
区观察点地址逐一通知到每一个
企业……

这次当楼长的经历让徐娜印
象深刻 ， 她表示 ， 三方联动的
“双楼长” 制， 让园区防疫线更
为牢固、 规范， 也让共同参与防
疫工作的干部迅速建立起来了抗
疫情谊。 据了解， 截至目前， 总
工会已派出16名工会干部下沉社
区、 园区助力基层工作， 加大防
疫力量。

德胜街道总工会：

工会干部值守园区“第一关”

“普天德胜是我们辖区一个
重要的科技园区， 在疫情防控以
及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 我们给
予他们最大的支持。” 西城区德
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说。

目前， 普天德胜科技园入驻
企业100家左右， 主要是信息通
信、 大数据、 人工智能、 金融科
技 、 文化创意等领域创新型企
业， 员工数量为1900余人。

今年春节过后， 德胜街道总
工会就开始通过微信、 QQ联系
地区企业、 楼宇、 社区， 每天统
计返京人员和企业情况。 复工复
产的号角吹响以后， 街道总工会

主席陈洪祥更是将地区所有楼宇
都实地走访一遍， 了解企业复工
复产的安排和困难。 了解到园区
于2月10日复工复产。 由于入驻
企业多、 职工多， 将面临 “大门
安保人员紧张” 等情况， 不利于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于是决定
派服务站工作人员增援， 这是普
天德胜复工复产的第一道关卡。

“2月10日也是我们德胜街
道工会服务站上班第一天。 我们
开会针对辖区的疫情防控工作进
行安排， 并选派2人小组支援普
天德胜， 他们第二天就上岗到位
了。” 陈洪祥说。

赵雪松是德胜街道工会服务
站增援普天德胜的工作人员之
一。 她告诉记者， 她和同事每天
8点到9点半上班早高峰的时段在
普天德胜科技园区的大门值守，
检查进出园区人员的出入证， 记
录他们的体温。

此后， 普天德胜科技园强化
了复工复产企业以及人员的信息
化管理， 人员可以通过扫码的方
式进入园区， 但是因为复工复产
企业持续增多， 而且所有人员都
要测量体温， 所以值守大门的工
作任务依然不轻。

普天德胜人员进出的大门与
车辆进出的门紧挨着， 如果同一
时间段进出园区的车辆较多， 德
胜街道工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们
还会帮助车辆出入口的保安， 查
验司机的出入证以及后备箱。 此
外， 普天德胜虽然是科技园区，
但是除了企业办公的商务楼宇，
园区内还有居民楼。 此前， 只有
2栋楼的居民从大门进出。 疫情
出现之后， 为了便于管理， 园区
将一个居民常走的门封住后， 有
10栋楼的居民都要从大门进出。
这些都在无形中增加了大门值守
的难度。

德胜街道工会服务站在普天
德胜的值守工作持续了一个多
月， 在这段时间里， 服务站的工
作人员们每一天都是提前到岗，
套上 “黄马甲” 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其实，他们的家距离普天德胜
并不近。 比如赵雪松， 家住朝阳
区， 值守的日子， 她每天6点起
床，7点从家里出发， 骑自行车到
普天德胜上岗。 “我早晨习惯在家
吃了早饭再出门， 不然在园区门
口站半个小时，手脚就冰凉了。刚
开始， 早晨出门的时候， 路灯还
亮着。 后来还下了两场雪。 我们
平时在服务站办公，是室内，冬天
不用穿太多。但是这次，我把家里
压箱底的棉裤都找出来穿上了。”

记者了解到， 除了为园区防

疫工作增派人手， 德胜街道总工
会还给有需求的入驻企业派发了
防疫物资。

德胜街道总工会贴心的工
作， 得到了普天德胜入驻企业的
认可。 有的通过微信群、 QQ群
表达对工会的感谢， 有的则直接
打电话给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
表达心意。

“园区的企业、 职工， 都特
别好， 很多人见了我们都会主动
打招呼， 还经常跟我们说， ‘辛
苦啦’。 听到这些， 我们这心里
也暖暖的！” 赵雪松告诉记者。

陈洪祥表示， 在复产复工关
键时期， 地区各基层工会组织服
务大局， 把职工健康和安全放在
第一位， 各单位各企业多措并举
保证疫情防控到位。 作为街道总
工会要以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全
力配合地区企业做好各项工作，
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 帮助企业
平稳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为打赢
这场防疫阻击战做出贡献。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

建立企业疫情动态管理台账

“您说的我了解了， 返京后
一定进行隔离和填报， 真是太谢
谢了。” 近日， 湖北地区人员有
序返京工作正式启动， 中关村丰
台园区一位住在湖北的企业职
工， 拨打12345市长热线咨询回
京复工是否需要办理相关证件或
者向相关部门报备事宜， 中关村
丰台园工会服务站李岩接到派单
后， 第一时间向园区防疫办咨询
政策， 随后电话进行回复。

“我们工会尽己所能为企业
和职工办实事， 全心全意为企业
复工复产做好服务。” 中关村丰
台园工会主席石岩说。

为了助力园区企业有序复工
复产，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服务站
的工作人员每天对所属辖区内15
栋楼宇的复工企业进行实地巡
查 ， 了解情况 ， 掌握各企业复
工人数和外地回京人员数等， 建
立企业动态管理台账； 及时为新
复工企业传达防疫要求， 发放防
疫海报。

石岩告诉记者， 新冠肺炎疫
情来袭， 企业的劳动法律问题凸
显，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联合园区
内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以网络音
频方式为广大企业和职工解答疫
情防控期间工资发放和国家关于
“五险一金” 减免方面的优惠政
策等， 音频可通过链接免费重复
收听。 结合真实案例的分享让枯

燥难懂的法律法规更加直观易
懂， 使得企业和职工可以更好地
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我们园区的广大企业工会
也积极行动 ， 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 。” 随着入驻企业逐步复工 、
入园人数有序递增， 园区汉威国
际广场物业与汉威联合工会紧密
配合， 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和引
导， 确保各项防疫工作的全面覆
盖， 努力为企业和职工打造安全
的办公环境， 协助园区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

在疫情防控期间， 进入园区
的全体人员必须登记并测量体温 ，
汉威国际广场一至四区总共开放
五个出入口， 各入口均设置了二
维码登记、 热成像自动测温等无
接触服务措施， 很大程度上提高
了登记测温效率、减少等待时间。

公共区域和设施的消毒做到
多轮次全覆盖 ， 大堂各门 、 闸
机、 电梯轿厢、 卫生间、 楼梯、
地下车库等区域做到每日六次循
环消毒， 并做好工作记录和提示
标识， 为广大职工做好防疫后勤
保障工作， 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
每一个细节。

无独有偶 ， 新冠疫情发生
后， 园区基层工会富丰总公司工
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按照园区
防疫办统一安排进行防疫工作，
并根据国内疫情形势及时调整防
疫工作重点。

富丰总公司对所管辖区域内
80座楼宇进行了细致的安排， 成
立防疫工作检查督查小组， 对防
疫工作进行实地检查 ， 查缺补
漏。 富丰总公司工会帮助辖区楼
宇内企业购买体温枪、 体温计和
消杀物品； 协调专人配合中关村
丰台园管委会远赴广东惠州拉回
口罩生产线设备， 为园区内企业
提供购买口罩的途径， 为企业全
面复工复产提供有效的保障。

石岩告诉记者， 富丰总公司
微信公众号还专门开通疫情防控
宣传专栏， 积极发布各类防控信
息， 及时报道集团各企业、 各部
门防疫工作动态， 正面宣传防疫
工作中出现的感人事迹， 通过正
面引导， 有效调动职工对防控工
作的积极性。

“随着国内外防疫形势的变
化， 中关村丰台园工会及各基层
工会定会加紧防疫步伐， 严格落
实企业按面积、 按比例复工复产
的要求， 控疫情、 稳经济， 同步
抓、 两不误， 扎实推动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 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和
确保经济稳步增长贡献一份力
量。” 石岩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陈曦 李婧 余翠平 通讯员 王亚南

工会助力园区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建企业动态台账 值守园区门口“第一关” 派专人下沉进园区

当前，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 员工陆续返岗， 疫情防控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 尤其
是园区企业的复工复产， 存在着企业小且多、 员工情况复杂等实际问题， 本市工会组织
派工会干部下沉到园区与企业， 实地了解企业和员工在复工复产中面临的具体困难， 助
力园区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体现了工会组织 “娘家人” 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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