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张京龙） 为了更好的服务职工，
打造项目 “家” 文化， 北京住总
第二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河南宁陵
永旺城项目部认真筹划， 积极收
集职工对于 “小家 ” 的建设意
见， 将职工小家打造成为职工活
动的主阵地 ， 凝聚人心的爱的
“港湾”。 近日， 职工小家建成并
投入使用。

据了解， 宁陵永旺城职工小
家使用面积30平方米， 在北京住
总二公司工会的支持下， 配备了
史密斯机、 跑步机、 动感单车、

哑铃、 篮球、 足球、 羽毛球、 音
响以及投影仪等设备， 进一步丰
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 “职工小
家的建成解决了在疫情期间职工
对于锻炼身体的需要。” 项目部
职工高慧龙表示： “平时我就喜
欢跑步， 但是疫情期间不方便外
出， 职工小家的建成满足了我的
需求。 非常感谢公司工会和项目
部。” 项目职工张磊说： “疫情
期间业余生活比较单调。 职工小
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锻炼身
体增强体质的场所， 为公司和项
目点赞！”

住总二公司永旺城项目为职工建“小家”

朝阳邮政工会
自制香囊送职工

这个端午节，北京邮政朝
阳区分公司工会特购置了一
批中草药，为全区职工制作端
午香囊， 开展 “战疫情、 聚
爱心 ， 端午送香囊 ” 活动 。
截至目前， 500多个工会自制
的香囊已发至朝阳各个支局。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上周，中铁六局海外分公
司工会开展端午节慰问活动，
为职工送上粽子、 水果等。在
“抗疫情、保增长，大干100天”
劳动竞赛期间，海外分公司工
会倡导人本管理理念，构建和
谐、稳定、有序的工作环境，切
实将“娘家人”的关爱送到职
工心中。 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苍靖 摄影报道

为企业筹集防疫物资 走访慰问一线职工 拨款帮扶困难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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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各级工会打通难点助力复工复产

粽叶飘香 工会送暖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
员 郭小雪 ） 为传承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端午节
期间， 怀柔区泉河街道总工会
开展了 “我们的节日·端午节”
知识竞赛活动。

在此次活动中， 街道工会
工作人员围绕传统节日、 垃圾
分类、 疫情防控知识， 精心筛
选题目 ， 内容丰富 、 覆盖面
广， 街道职工纷纷参与、 认真
竞答。

据街道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 通过知识竞赛活动的开
展， 不仅营造了疫情期间的节
日氛围， 充分表达了职工积极
乐观的态度， 同时， 职工也从
中学到了传统文化知识。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引导
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正确处理劳
资关系，为企业筹集防疫物资，拨
款帮扶困难职工……疫情发生以
来， 昌平区各级工会组织打通难
点堵点全力防控疫情， 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

据了解， 昌平区总工会先后
下发 《北京市总工会九条措施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保障职工权益》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有
关问题解答》等相关政策文件，引
导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正确处理
劳资关系。同时，通过电话咨询、
电话回访、 建微信群等方式了解
企业现实困难。 对于防疫物资短
缺等问题， 积极筹集并为企业送
去防疫物资，带去“娘家人”的关

怀与照顾。
同时， 昌平各级工会组织也

积极参与到防控疫情中来。 天北
街道总工会主席带队到复工企业
和社区中进行慰问和宣传指导，
为企业一线职工发放口罩和雨衣
等防疫物资； 回龙观街道总工会
通过开展宣传教育、疫情排查、慰
问关爱等形式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 天通苑南街道总工会工作人
员积极向企业宣传市、 区总工会
为应对疫情影响促进企业发展的
各项举措。

受疫情影响， 众多企业尤其
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遭遇了严
峻挑战， 史各庄街道总工会积极
协助企业对返京职工进行核查统
计，必要时提供帮扶，安排集中观

察点； 龙泽园街道总工会工会服
务站的工作人员走访了辖区内12
家企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工资
保障、 是否裁员等情况进行了调
查，协助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保障
职工生活； 霍营街道总工会鼓励
职工积极利用心理援助热线获得
心理援助指导，引导职工关注“首
都职工心理发展”微信公众号，利
用平台开设的心理关爱网络课
堂，有效缓解求职和工作压力。

从疫情防控到企业复工复
产， 市总工会和昌平区总工会先
后共拨款65万元， 用于帮扶困难
职工生活保障、 企业抗疫和复工
复产， 并计划对患重大疾病的职
工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把温暖送
到职工心坎上。

顺义区总工会进工地“讲安全送清凉”
广宣传 促学习 强技能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记者
昨天从顺义区总工会获悉， 今年
安全生产月期间， 顺义区总工会
将以广宣传、促学习、强技能为主
要内容， 继续稳步推进劳动保护
和安全生产监督工作。

为做好夏季建筑领域安全生
产和防暑降温工作， 确保持续高
温下建筑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建筑
工地的生产安全， 顺义区总工会
与区应急管理局来到北京师范大
学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分校新建项
目工地，开展了以“加强安全法治
宣传，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主题

的安全文化进工地宣传活动。
活动中， 区总工会及区应急

管理局为该工地项目部送去了包
括 《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条例》《职
业病防治法》等宣传资料的“安全
文化大礼包”600余份及“清凉包”
303份，并向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的
一线职工表示慰问， 希望大家强
化安全意识，做好自我防护。同时
要求施工单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安排作息时
间， 将防暑降温和安全保障措施
落实到每名职工。

据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工会将继续依托安全
生产月送安全文化、 送清凉进工
地、进企业等活动，向职工宣传职
业病防治法、 安全生产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同时，以“安康杯”活动
为平台， 组织区内职工开展知识
竞赛答题活动， 提高职工自我防
护能力和突发安全生产事故的应
急处理知识。

在强技能方面， 区总工会将
通过开展危化行业职工技能比
赛， 提升高危行业职工的安全意
识和技能素质， 最大限度的避免
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泉河街道职工知识竞赛中学传统文化

海海外外职职工工庆庆端端午午

建建工工路路桥桥职职工工为为企企业业庆庆生生
26日，北京建工路桥集团迎来二十周岁生日。当天，路桥职工为企

业20岁生日举行了简短的仪式。二十年来，集团从最初的15人初创团队
到如今的千人集团化企业，从单一市政基础设施业务到轨道交通、道路
桥梁、市政管网、房屋建筑、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六大优势业务板块，谱
写了一曲高质量发展之歌。 本报记者 邱勇 通讯员 李溪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区大华山镇总工会开展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活动， 助力基层开
展防疫工作。

活动中， 志愿者主动劝导村
民出门佩戴口罩， 出入进行体温
测量， 并协助村委会对辖区内绿
化带、 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严格按照 “不漏一户 、 不漏一
人、 不漏一车” 的原则， 对村内

逐户排查有无外来人员接触情
况。 为了加强宣传覆盖面， 志愿
者们配合村干部张贴疫情防控宣
传海报40余张， 并向过往群众大
力宣传防控知识。

据介绍， 此次志愿服务活动
共有15名志愿者参与， 通过宣传
让职工群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如何
预防新冠肺炎疫情知识， 增强了
自我防护意识。

大华山镇志愿服务助力基层防疫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昨天了解到， 北京特卫保安服
务有限公司工会联合公司党支部
开展了 “热血忠魂·仁心仁爱 ”
公益献血活动， 现场共捐献血液
3600毫升。

依次进行体温测量、 信息登
记、 血液检测……在通风状态良
好、 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 献
血活动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期间采
血要求。 公司管理者、 党员及骨
干职工积极参加， 用实际行动践
行特殊时期 “特卫人” 的忠诚使
命和责任担当。 现场， 公司工会

通过互联网订购派送的方式， 为
献血职工购买了营养品， 让他们
切实感受到工会的温暖。 献血后
几天， 工会负责人还详细询问了
献血者身体恢复情况， 叮嘱他们
要多注意休息 ， 饮食要加强营
养， 并做好个人防护。

“疫情当下 ， 积极参与无偿
献血， 不仅能极大缓解首都血源
紧张状况， 也是展现 ‘特卫人’
安防担当 、 践行企业使命的体
现。” 参加献血活动的职工表示，
今后将继续参加无偿献血， 为疫
情防控贡献一份力量。

特卫保安工会组织职工爱心献血

房山法院工会组织职工看演出鼓士气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房

山法院工会近日组织工会会员在
线收看 “建功新时代 共筑中国
梦” 全总文工团文艺演出，150余
名会员利用手机端收看了精彩的
网络直播节目。

据了解， 此次活动是房山法
院工会响应区总工会号召， 充分
发挥工会组织在宣传精神、 引导
行动、助推工作上的作用，结合疫
情期间线上开展工作具体安排，
将观看演出作为提振士气、 凝聚
共识的重要宣教环节。 参与直播

收看的会员表示， 在疫情防控阻
击战过程中， 作为人民法院工作
人员，要向先进模范学习，争做新
时代中国梦的建设者、贡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