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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送清凉 工会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刘欣欣） 为
做好夏季防暑降温， 落实对疫
情期间一线职工的关心关爱，
近日， 朝阳区呼家楼街道总工
会对抗疫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和
服务行业的一线职工进行慰
问，拉开了2020年“冰爽清凉夏

幸福呼家楼”活动序幕。
据了解，为减少人员聚集，

本次活动采取集中领取和送货
上门的方式。慰问中，街道总工
会工作人员向基层工会和一线
职工广泛宣传高温期间劳动保
护及疫情期间自我防护的相关

知识，为一线职工“战高温、斗
酷暑、防疫情、保安全”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慰问活动充分发挥工
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 让一
线职工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的
关怀和工会组织的关心。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记者
昨天了解到， 东城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东城区委社会工委
民政局、 东城区总工会将举办东
城区第二届养老护理员、 家政服
务员职业技能大赛。

据了解， 本次大赛参照北京
市职业技能大赛管理相关规定执
行， 分初赛、 复赛、 决赛三个阶
段依次组织， 竞赛形式分理论知
识和技能操作。 其中初赛由报名
单位组织实施， 各职业复赛选手

控制在300人以内， 各街道登记
失业人员、 灵活就业人员进入复
赛不限人数； 其他参赛单位根据
各街道参加报名情况确定进入复
赛人数。 各职业复赛成绩前30名
选手进入决赛。 比赛设置集体奖
项和个人奖项。 同时， 对广泛动
员、 积极组织报名、 大赛成绩良
好的6家参赛单位颁发 “优秀组
织奖” 荣誉证书。 对大赛中表现
优秀的个人设 “优秀选手奖” 和
“技能提升奖”。

东城将办养老家政职业技能大赛

石景山“七小”门店工会会员乐享清凉
本报讯（记者 唐诗） 24日

上午， 石景山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工会
主席高洪雁带领区总工会全体
人员及部分职工志愿者， 来到
时代花园南路底商， 为这里已
复工复产的小修脚店、 小服装
店、小理发店、小便利店等 “七
小”门店的工会会员，送上精心
准备的防暑防蚊清凉包。

当天， 周边门店的工会会
员得知消息纷纷聚拢过来，领
取会员专属清凉包。 高洪雁将
清凉包递到会员手中，并表示：

“疫情开始时，广大职工积极响
应工会的号召， 在抗疫一线的
各个岗位做出了突出贡献 ，区
委、区政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工会组织是会员的 “娘家人”，
时刻惦记着会员朋友们。 天热
了，大家一定要预防中暑。”

据悉， 此次区总工会为全
区已加入工会的1400余家 “七
小”门店的4000多名会员，每人
配备了一个清凉包， 清凉包里
有十滴水、免洗消毒洗手液、绿
药膏和防蚊祛暑的药包， 希望
会员们安然度过夏天。

随后， 高洪雁带队来到古
城南路西社区， 为在炎炎烈日
下， 坚守岗位的社区防控人员
送上解暑饮料。为抗击疫情，街
道社区工作者和机关、 企事业
单位干部、老街坊放弃休息，义
无反顾地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最
前线。 高洪雁对社区防控一线
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叮嘱他
们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加强
个人防护。

据了解， 慰问物品将陆续
送到152个社区，慰问参与防控
一线的工作人员。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近
日，海淀区政协副主席、区总工
会主席胡淑彦等前往永定路街
道永定路社区看望社区疫情防
控一线人员， 向疫情期间值守
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问候。

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发生以
来， 各社区防控人员第一时间
行动起来， 积极投入到社区疫
情防控工作之中。 永定路街道
属于此次疫情高、 中风险地区
之一， 街道总工会全体党员干
部下沉到封闭社区的值守点。

目前正值大暑节气， 胡淑
彦在了解社区防控情况后，叮
嘱一线人员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 同时为值守人员带去了慰
问扶贫产品1000份。据了解，这
些扶贫农产品是区总工会使用

专项资金通过北京市消费扶贫
产业双创中心海淀区分中心直
接采购的对口扶贫地区产品，
包括矿泉水、柠檬片、玫瑰花、
荞麦面等物品的清凉包。

此次活动是海淀区总工会
向 “逆行者致敬” 活动的一部
分，总计投入100万元，重点慰
问6月以来海淀辖区的一线防
控工作人员。 赵思远 摄

海淀工会购买扶贫农产品慰问抗疫一线
防疫扶贫“两手抓两不误”

呼家楼工会甘当一线职工“好后勤”

本报讯（记者 刘欣欣） 入
伏以来， 朝阳区八里庄街道总
工会陆续走访慰问辖区物业企
业的一线保洁员， 目前慰问辖
区物业企业5家，地区保洁公司
1家，送出慰问品100份。

活动中， 街道总工会工作
人员为高温下坚守岗位、 为辖
区环境做出贡献的物业企业一

线保洁员送上矿泉水等消暑慰
问品， 并叮嘱他们注意防暑降
温，保重身体。问候的同时 ，工
会工作人员还与企业负责人进
行交流座谈， 叮嘱各单位要积
极有效落实防暑降温待遇、高
温津贴发放和相关保护政策，
进一步做好防暑降温和劳动安
全措施， 保障一线职工的身体

健康和劳动安全。
此外， 街道总工会近期还

将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职工服
务活动， 走访慰问奋战在高温
一线的职工，特别以环卫绿化、
快递送餐等户外作业的行业为
重点； 同时将进一步规范建设
“职工暖心驿站”， 为户外作业
职工避暑休息提供便利。

八里庄工会走访慰问物业保洁员

近日， 门头沟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 区总工会党组
书记、 主席陈波到龙泉宾馆
集中隔离点进行慰问， 为隔
离点的抗疫一线人员送去茶
叶等防暑物资， 把区委区政
府和区总工会的关怀送到他
们手中。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项项目目工工地地安安全全演演练练
北京建工机电公司近日在通州管廊项目举办了应急演练活动。 此

次演练活动， 项目部全体员工高度重视， 工作人员各就各位， 确保活
动万无一失。 通过演练， 项目部全体人员了解到如遇突发状况的应对
措施和现场抢救的基本要领。 通讯员 周磊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近
日， 朝阳区酒仙桥街道总工会和
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
公司共同组织的“荣耀运维人（第
四季）”比赛开幕。8月，全国三大
赛区、17支战队将陆续角逐出赛
区最强荣耀个人、经理、战队。

此次赛事主旨精神是 “加强
专业能力，提升综合素养，赋能管
理能力”。据了解，在往年的比赛
基础上， 今年大赛升级了赛事规
则 ，通过三条赛道 （B7及以下个
人赛、B8及以上个人赛、战队赛）

经过三轮比拼来角逐优秀的运维
人员和团队。现场，朝阳区总工会
职工发展部部长王慧珏、 酒仙桥
街道工委副书记冻小林、 世纪互
联集团CEO王世琪、世纪互联集
团副总裁刘丰等共同开启了启动
仪式。

酒仙桥街道工委副书记冻小
林表示，疫情时期，奋斗在一线的
运维人员付出了很多努力， 希望
通过活动带动更多运维人深入学
习业务，提升技能，成为公司的中
坚力量。

北京世纪互联职工比拼运维技能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马振涛 张海伦 ） 为增强职工公
益意识， 利用闲置书籍传送知识
传递爱心，27日，北京公交集团保
修分公司车身保修厂工会和共青
团组织联合开展了“好书伴成长，
书香连新疆”主题公益捐书活动。

据介绍， 此次活动得到全厂
职工的积极响应， 大家纷纷捐出
自己家中闲置的各类书籍。 并表
示：“希望这些书籍给新疆和田的
孩子们打开一个崭新的天地，传
递爱心，共筑梦想！”

经统计， 此次捐赠的近百册

图书种类丰富， 涵盖了文学、艺
术、语言、科学等多个领域。志愿
者们将根据图书捐赠需求和类别
进行整理打包， 并结合疫情防控
对每一本书进行消毒消杀工作。

公交保修职工捐出闲置图书传递爱心

工工会会送送来来
防防暑暑物物资资

(上接第１版)
市国资委组织市管43家企业

开展 “市管国企消费扶贫月”活
动， 签署1500万元的扶贫产品采
购协议， 计划全年采购北京市扶
贫支援地区扶贫产品10亿元。 来
自新疆和田的扶贫鸭、 西藏的冰
川水和雪菊等产品， 将进入市管
国企的食堂和工会福利清单。

据了解，2020年上半年，市扶
贫支援办发挥北京市消费扶贫双
创中心、16区消费扶贫分中心平
台作用，线下连锁超市、批发市场

设立消费扶贫专区专柜， 线上建
行善融商务、京东、天猫等电商平
台建成运营 “北京消费扶贫旗舰
店”；组织龙头企业、电商赴受援
地区对接培训， 拓宽扶贫产品网
上销售渠道，开展直播带货活动。
今年1-6月， 全市消费扶贫销售
额106.96亿元， 带动受援地区27
万多贫困户增收脱贫。

活动现场，市国资委、市扶贫
支援办授予著名歌唱演员刘媛
媛、 刘和刚为北京市消费扶贫公
益大使，助力扶贫产品宣传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