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城工会慰问新冠疫苗接种一线医护人员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近

日，西城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马光明一行来到西城
区工人文化宫、广安体育馆，看
望奋战在新冠疫苗接种一线的
工作人员，送来冬季保暖物资。
记者了解到， 西城区总工会向
区卫健委拨发30万元专项慰问
金， 用于慰问西城区各疫苗接
种点、核酸检测点的医护人员。

现场， 马光明了解了站点

工作情况， 感谢他们对西城区
疫情防控工作的辛勤付出，同
时叮嘱他们在做好工作的同
时，注意自身防护。随后，马光
明一行来到西城区卫健委，送
来30万元专项慰问金。 西城区
委卫健工委书记、 区卫健委主
任陈新表示， 全区各疫苗接种
点、 核酸检测点已全面做好准
备， 将规范有序地推进疫情防
控工作，感谢区总工会的慰问，

会在第一时间将这份“温暖”送
达到每一名医护人员。

马光明表示， 工会作为广
大职工的坚实后盾， 将继续不
遗余力地支持、 关爱广大奋战
在一线的职工， 尽全力为一线
职工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下一
步， 区总工会将分批向全区疫
苗接种点、 核酸检测点的职工
进行慰问， 将党和政府的关怀
与温暖送到职工的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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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免费领取北京怀北
国际滑雪场滑雪票、 鹿世界工会
会员专享票和卡斯谷冰雪乐园工
会会员专享票” ……1月13日12
时至2月28日期间， 怀柔区总工
会为全区工会会员准备了丰富多
彩的冰雪系列服务项目， 预计将
服务工会会员16000人次。

据悉， 本次活动系怀柔区总
工会温馨两节会员专享系列活动
之一———冰雪系列活动。 凡是怀
柔区持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在
职职工， 可通过手机 “北京工会
12351APP” 网 上 预 订 成 功 后 ，
现场扫码免费领取北京怀北国际
滑雪场滑雪票、 鹿世界和卡斯谷
冰雪乐园工会会员专享票。 为使
更多的会员能享受到怀柔区总工
会普惠制服务， 每名持卡会员只
能选取一项活动参加。

怀柔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为使会员更好地享受冰雪项
目带来的欢乐， 区总工会与各商
户着重强调严格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 希望每位参与活动的
会员做好个人防护 ， 遵守戴口
罩、 一米线、 不聚集等防控指南
要求， 并配合商户做好防控相关
工作。

据了解， 近期， 怀柔区总工
会还将陆续推出温馨两节会员专
享系列活动， 预计将惠及全区职
工46500人次。

寒冬送暖 工会行动

怀柔区总工会送出会员专享冰雪服务项目

西城邮政分公司设立31家职工暖心驿站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晓凤 ）

“天 儿 冷 ， 快 进 来 暖 和 暖 和 ”
“喝杯热水、 歇歇脚儿” ……连
日来， 京城持续低温。 昨天， 在
位于西城区白塔寺路口西北角的
白塔寺邮政支行， 支行长张晓洁
热情地招呼刚刚送完快件的快递
小哥儿， 并递上一杯冒着热气的
香茶。

与此同时， 刚刚打扫完街道
的环卫工人张师傅也走进支行营
业厅 。 “知道这儿有个职工驿
站， 干完活儿， 正好进来暖和暖
和。” 张晓洁赶紧把张师傅让到
椅子上， 顺手递上一杯热水。

据张晓洁介绍， 随着天气转
冷， 该支行营业厅设立了一个小
小的职工暖心驿站 ， 为环卫工

人、 快递小哥、 防疫志愿者提供
休息、 热水和充电等服务。 “由
于刚刚设立驿站， 很多人还都不
知道， 我们就带领职工到周边走
访， 遇到干活的环卫工人和路过
的快递小哥、 执勤的社区防疫志
愿者， 就为大家送上一片 ‘暖宝
宝’， 同时宣传网点的职工暖心
驿站服务。”

据了解， 这是西城区邮政分
公司的统一行动， 利用邮政金融
支行设立职工暖心驿站， 为辖区
内的环卫工人、 快递小哥等室外
工作者提供暖心服务， 服务内容
包括临时休息、 免费热水、 免费
WiFi、 手机充电等。 截至目前，
西城区共有31家邮储网点设立了
职工暖心驿站。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昨天上
午，市政协就工会界别提出的“关
于将职工医疗互助保障纳入北京
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
制度改革规划的提案” 召开了界
别提案立案协商会议。

据了解， 提案立案协商是在
提案提出阶段， 邀请党政部门与
提案者沟通交流、 丰富完善提案
内容， 这是市政协在十三届三次
全会推进提案全过程协商的创新
举措。 今年， 根据疫情防控的要
求，提前到了十三届四次全会前，
作为政协全会的重要协商形式召
开。 在历时一个半小时的协商会
上， 来自工会界别的政协委员与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医保局、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 市总工会负责
同志进行了面对面地沟通交流。

“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是职工
医疗保障的重要补充， 是工会履
行维权服务职能的重要抓手。”市
政协工会界别召集人， 市总工会
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潘建新对提
案进行了整体说明。他介绍，职工
医疗互助保障作为职工互助保障
的主要项目， 在职工遭遇重大疾
病、 意外伤害后为其提供补医疗
费用保障。长期以来，职工医疗互
助保障以其公益性、互助性、专业
性的属性和低成本、低缴费、广覆
盖、广受益的特点，顺应了社会保

障的发展趋势， 已经成为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介绍， 北京市职工互助保
障起步于1996年， 主要依托全市
各级工会， 以互助互济的方式组
织在职职工开展医疗、重疾、意外
保障活动。其中，住院医疗、住院
津贴、意外伤害和“暖·互助”“二
次报销” 等都是互助保障的子项
目。互助保障开展25年来，已覆盖
全市在职职工425万人，给付互助
金34亿元，惠及职工2001万人次。
有效缓解了职工在罹患疾病、遭
遇意外伤害后的实际困难。

“建议将职工医疗互助保障
纳入我市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形

成 ‘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
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
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
职工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多层次
医疗保障体系’工作合力。”潘建
新说， 同时建议建立市总工会与
市卫健委、市医保局、市经信局医
疗保障工作联动机制并完善市总
工会与市医保局、 市经信局医保
数据共享机制。

会上，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
医保局、市经信局、市总工会负责
同志介绍了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就相关政策进行解读， 并对下一
步工作进行了交流。 会议还邀请
了市、区两级工会，企业工会的代

表和职工代表发言。
首钢集团工会主席梁宗平

说：“首钢是职工互助保障项目的
受益企业之一， 当我们企业中有
职工因病致贫时， 众筹等办法总
是杯水车薪， 而职工医疗互助则
解决了大问题。”

一线职工代表齐洪介绍：“我
是朝阳区税务局的一名普通职
工， 妹妹确诊重病后高额的治疗
费用，家庭根本无法负担，直到市
总工会向我伸出了援手。”当时正
值疫情期间，市总工会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简化流程，精简资料，
以最快的速度为她办理了4万元
的理赔金，解了齐洪的燃眉之急。

拟建议将职工医疗互助保障纳入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规划

市政协召开工会界别提案立案协商会议

环卫集团劳模先进讲述拼搏奋斗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北京环卫集团工会举办劳模事迹
报告会 ， 3名全国劳模蔡凤辉 、
李国栋、 李文玲和3名北京市劳
模温莹莹、 马永民、 梁明爱走上
宣讲台， 讲述了各自拼搏奋斗的
成长经历。

“在天安门广场守护大国颜
面，我特别自豪。 ”“我虽然开的是
垃圾清运车， 可我的车却是最干
净的。 ”“作为京环人，干好环卫工
作是我的本职；身为赤峰人，美化
家乡是我的本份。 ”“两天的时间，
我走了7万多步，几十斤重的垃圾

袋提出来一袋又一袋。 ”“劳动没
有贵贱之分，行行都能出状元。 ”
“凌晨3点半，天亮接着干，中午不
休息，晚上黑了算。 ”……一句句
感情真挚的话语， 引起了在座环
卫职工的强烈共鸣。 与会职工表
示，将以劳模先进为榜样，崇尚劳
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为集团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首都环境美好
作贡献。

“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
动精神、 工匠精神， 为
集团发展注入强大精神
动力。” 北京环卫集团

纪委书记刘建华表示， 6位劳模
虽然来自不同岗位， 但都具有特
别能吃苦、 特别能钻研、 特别能
奉献的优秀品质， 充分展示了新
时代环卫工人的风采。 各级党组
织、 工会组织要关心关爱环卫职
工， 把尊重爱护职工变成集团上
下的自觉行动， 时刻把职工的安
危冷暖放在心上， 及时帮助他们
解决困难和问题， 让他们有更强
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奋进新时代 礼赞奋斗者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感谢组织的关怀，我将一如既
往地关心、支持工会工作，在岗
位上献计献策 ， 贡献一份力
量。”近日，门头沟区妙峰山镇
总工会开展慰问劳模活动。

在对辖区内劳模进行走访
慰问中， 区总工会为他们送去

生活日用品， 详细了解劳模们
的生活、身体状况，并对他们多
年来， 为门头沟区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随后，听取了他们对工会的
工作意见和建议， 鼓励他们珍
惜荣誉， 继续发挥好劳模的引
领示范作用， 从而激励广大劳

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妙峰山镇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镇总工会将更
加注重加强劳模的服务工作 ，
深入劳模家庭嘘寒问暖， 关注
劳模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用实
际行动关爱劳模， 使广大劳模
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妙峰山镇总工会走访劳模送关爱

近日， 北京城建勘测院
院长王思锴、 工会主席马全
明一行到地铁17号线21标歇
甲村车辆段桩基项目及京密
路道路工程详勘项目视察工
作， 对不惧严寒奋斗在生产
一线的项目员工表示问候 ，
并带来了丰富的慰问品， 同
时叮嘱员工做好个人防护工
作。 通讯员 文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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