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总工会印发《关于认真做好2020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记者6
月23日从北京市总工会获悉，为
认真做好2020年职工防暑降温工
作， 有效防控夏季高温天气导致
劳动者中暑， 减少高温作业对劳
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的
损害， 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劳动安
全健康权益， 市总工会近日印发
了 《关于认真做好2020年职工防
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提高对
防暑降温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做
好疫情防控常态化职工防暑降温
工作， 强化对职工防暑降温工作
的监督， 深入开展防暑降温服务
活动， 加强职业健康知识宣传教

育培训。
《通知》指出，职工防暑降温

工作是一项季节性很强的劳动保
护工作， 是事关职工身体健康及
生命安全的重要工作。当前，各级
工会要准确把握国内外疫情防控
和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 因时
因势调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着力
点和应对举措。 督促做好工作环
境定期消毒、工作场所通风换气、
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 控制和
减少人员聚集等工作， 保障职工
生命安全和职业健康； 结合本辖
区本行业本单位工作实际， 统筹
各方资源，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
度减少疫情和夏季高温天气因素

叠加给职工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
影响，确保职工平安度夏。

《通知》强调，各级工会要充
分发挥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网
络作用，加强对高温、高湿、露天
作业等工作场所的监督检查；要
督促用人单位落实各项保障措
施， 制定防暑降温工作方案和高
温中暑应急预案， 努力减少高温
中暑对职工安全健康的危害；为
劳动者提供必要的个体防护用品
和高温作业休息场所； 合理安排
或调整作业时间， 适当增加高温
作业环境下职工休息时间； 按规
定发放高温津贴， 不得以防暑降
温饮料和必需药品充抵高温津

贴；及时发现、指明用人单位的违
法行为并监督其整改， 确保各项
保障措施落到实处。

《通知》 要求， 各级工会要
立足职工需求， 充分发挥自身特
点和优势， 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
服务职工活动 。 要深入基层企
业， 走访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
职工， 主动关心职工诉求， 协调
解决职工现实困难； 要以室外露
天作业集中、 农民工集中的用人
单位为重点， 通过向职工送清凉
物资 、 送政策宣传 、 送健康体
检、 送法律维权、 送健康培训等
方式 ， 积极开展 “送清凉 ” 活
动， 活动费用参照工会经费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充分发挥
职工暖心驿站作用， 着重为环卫
工人、 出租车司机、 快递员等户
外劳动者吃饭喝水及避暑休息提
供便利； 充分发挥职工志愿者作
用， 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关心关爱
户外作业职工的安全健康。

此外， 各级工会还要充分利
用工会宣传阵地和广播、电视、报
刊、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相关政
策法规和知识， 营造关注职工健
康的社会氛围； 要积极督促用人
单位开展教育培训， 大力普及疫
情防控、高温保护、中暑急救等职
业卫生知识， 提高职工防暑降温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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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广大职工朋友：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 。

众所周知，毒品是人类社会的
毒瘤，其危害罄竹难书。历史
上， 中华民族曾因毒品蒙羞；
现实中，成千上万家庭因毒品
支离破碎。６月２３日，在全国禁
毒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表彰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坚持厉行禁毒方针，打好
禁毒人民战争。当前，毒品仍
危害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清除毒瘤，打赢新时代禁
毒人民战争需要久久为功，需
要紧紧依靠群众、 凝聚群众、
发动群众。为此，我们向全市
广大职工发出如下倡议 ：

一、 增强禁毒意识从我
做起， 远离毒品。 认真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等
法律法规 ， 掌握禁毒知识 ，
不断提高拒毒、 防毒意识和
能力， 对毒品不好奇 、 不尝
试， 自觉抵制； 充分认识参
与禁毒工作是每个公民义不
容辞的责任， 争做禁毒宣传
志愿者， 积极参加禁毒宣传
教育活动， 引导更多人树立
“禁毒防毒拒毒人人有责、 家
家有份” 的意识， 争当 “禁
毒卫士”。

二、从现在做起，抵制毒
品，将毒品拒之门外。要充分

发扬主人翁精神，积极参与到
“不让毒品进家门”“不让毒品
进企业”等活动中。养成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摒弃不良的
生活习俗，不接触毒品，不接
触吸毒者，不轻信盲从他人的
诱惑， 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各
级劳模、工匠和先进工作者要
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坚决
抵制毒品，引导、带动社会树
立新风尚，做拒绝毒品、净化
社会的主力军。

三、 要增强社会责任感，
发现吸、 贩毒行为要及时向
公安机关举报。 要充分发扬
工人阶级敢于斗争精神 ， 发
现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大
胆举报， 使涉毒违法犯罪分
子在群防群治中无处藏身 。
同时， 面对误入歧途的涉毒
职工， 要用亲情去感化 ， 要
用真情去劝导， 用正确的方
式帮助他们根除恶习 、 重获
新生 ， 为创建 “无毒企业 ”
“无毒社区” 作出积极贡献。

职工朋友们，你们是家庭
的中流砥柱，是推动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主力军，让我们
共同参与到禁毒的斗争中来，
共同抵制毒品， 共筑防毒屏
障，共创无毒人生、共享健康
生活。

北京市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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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职工防暑降温工作

一线送清凉 工会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6月
20日，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
限公司工会开展了 “送清凉”
活动， 为奋战在一线的员工送
去了防暑降温 “加油包” ———
每人一箱战马饮料。

据了解， 自3月起 ， 公司
迎来了经营旺季。 与此同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进入到常

态化状态 ， 伴随着夏天的来
临 ， 天气也越来越炎热 。 此
时， 奋战在一线的近5200名职
工冒着高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 辛勤耕耘、 奋力拼搏。

据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 工会作为职工的 “娘家
人”、 贴心人， 根据各一线职
工的岗位特点， 要为职工办实

事、 做好事、 解难事， 切实维
护职工的安全 和 身 心 健 康 。
同 时 ， 公 司 工 会 还启动了
“送清凉” 系列专项活动， 不
仅 发 放 更 贴 近 职 工 需 求 的
“清凉礼物 ” ， 还开展了特色
清凉活动———瓜王争霸赛， 让
职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工会的
关爱。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者昨天了解到 ， 结合北京
市疫情常态化形势和夏日高
温天气多发的情况， 为保障一
线职工能全身心地 投 入 到 工
作中 ， 北京特卫保安服务有
限公司工会为每个项目驻勤点
购置了医药箱， 保证应急药品
的配备。

“药箱虽小， 但是五脏俱
全， 烫伤膏、 跌打损伤喷雾、

棉签、 碘伏、 绷带、 胶带等都
有， 这回职工有个紧急情况也
方便及时处理了。” 驻勤点负
责人说 ， “特别是藿香正气
水 ， 应对天热中暑都非常有
用”。 此外， 公司工会还要求
驻勤点负责人对药品进行定期
检查， 处理过期药品， 及时上
报需求 。 工会负责人表示 ：
“将按照季节变化和实际需求
情况， 做好药品的补充与更新

安排 。 小小药箱将成为一道
‘安全屏障’， 为广大职工的身
体健康保驾护航。”

“暖心小药箱的配备从职
工的角度出发， 为职工带去了
方便， 体现了公司工会关心职
工、 爱护职工、 服务职工的宗
旨。 ” 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将继续全心全意为职工服
务， 为职工提供安全健康的生
活、工作环境。

福田戴姆勒工会“送清凉”助企业战旺季

特卫保安工会为职工配备暖心小药箱

致致全全市市职职工工朋朋友友的的禁禁毒毒倡倡议议书书

(上接第１版)
《通知》 指出， 各单位、 各

部门要抓好措施落实， 要细化疫
情防控、 物资保障、 宣传教育、
监督检查等各项职责任务， 重点
对食堂进行防疫检查， 增加公共
区域的清洁与消毒频次， 做好环
境消杀； 加强出入口管理， 严格
控制车流、 人流规模和密度， 建
立台账， 严格人员登记、 健康码
查验、 体温监测等措施； 暂停举
办或承办职工文体、 职工培训、
大型会议、 赛事演出等各类人员
密集型活动。

《通知》要求，各区总工会、街
乡总工会要按照属地党委政府要
求，迅速抽调机关工会干部、工会
专职社会工作者下沉社区 （村），
支援基层防控。 各级工会要充分
发动本区域、本系统职工志愿者，
发挥专业特长，开展卫生清洁、心
理疏导等服务，助力基层防控。继
续加大对一线医务工作者、 社区

（村）防控人员、城市运行保障人
员的慰问力度， 及时对疫情期间
面临生活困难的职工开展帮扶；
要与消费扶贫、“送清凉” 等工会
日常业务工作紧密结合， 进一步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同时， 针对疫情期间工会制
定出台的集体协商、援企稳岗、心
理关爱、保险保障、法律服务、技
能培训、经费返还、防控专项经费
等相关政策措施， 要进一步完善
实施细则，优化办理流程，抓好政
策落地， 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心
关爱送到职工心坎上。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
日，随着气温逐渐升高 ，西城
区大栅栏街道总工会本着以
人为本的理念，开展“炎炎夏日
送清凉 点滴关怀暖人心 ”为
主题的送清凉活动，重点关注
慰问在户外工作的基层一线
职工会员，尤其是坚守在防疫
一线的社工、 下沉干部及户外
一线职工，惠及单位85家，覆盖
会员近1500人次。

据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充分考虑广大职工参与
抗疫值岗及复工复产的辛苦付
出， 通过与企业沟通， 统计坚
守户外工作一线职工， 尤其是
奋战在抗疫前线的职工人数，
并依托12351工会平台进行宣
传， 及时为大家发放了酸奶等
饮品补充营养。 同时， 工会服
务站按照先前制定的防疫方
案， 为避免领取酸奶聚集， 采
取每个单位派少于2人来工会

服务站统一进行刷卡或扫码领
取， 同时叮嘱各企业职工， 增
加体质， 做好防护。

一位基层工会主席表示 ，

这次活动不仅为职工及时提供
了营养补给， 也让职工们在炎
炎夏日中深切感受到了来自
“娘家人” 的关爱。

大栅栏工会为防疫一线职工送清凉饮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