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海淀区总工会副
主席严钢等一行人来到北京
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
司， 与公司员工和保安员代
表进行座谈交流， 详细了解
了保安员的工作生活情况 ，
并向保安员赠送装有北京特
产等果品的大礼包。

通讯员 田文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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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送暖 工会行动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近
日， 房山区拱辰街道总工会在永
林家具建材广场开展了职工沟通
会，以推进工会基层组织建设，让
更多职工了解工会，加入工会。

在活动现场， 工会工作人员
为前来咨询的职工发放了 《入会
宝典》《建会秘籍》等宣传材料，并
结合材料内容为职工们就工会会
员互助服务卡二次报销政策 、
12351手机APP如何参与工会活
动、 工会维权等政策和福利进行

进一步宣传和讲解， 同时对职工
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答。

通过此次活动， 让职工更加
深入地了解工会组织、 入会流程
以及入会的好处， 加强了工会基
层组织建设规范化工作， 不断提
高工会组织的影响力。 据街道总
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街
道总工会将继续开展职工沟通
会，增强与职工的沟通交流，拉近
与职工的距离， 让职工深切感受
到“娘家人”的温暖。

“企业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但还是确保了我们这些一线职工
的工资和各项福利不减。 今年我
的月工资涨到了5600元， 比去年
高了800元， 心里踏实多了。” 北
京坚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保安员
胡宗山说， 面对目前疫情出现新
的变化 ， 他今年春节不回老家
了， 将继续坚守岗位。

北京坚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是一家民营企业，职工4500余名，
已100%签订劳动合同。 “去年伊
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二季
度营业额同比下降6%， 口罩、消

毒液、 体温枪等防疫物资又加大
了企业日常支出成本。 ”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 今年的生产经营困
难相比往年增加不少。

记者了解到，疫情期间，公司
保安员队伍尽显责任和担当。 他
们的工作量大幅增加， 除以往的
门岗值守、巡逻等任务外，测温、
入户排查、登记、消杀等工作量也
都加注到日常工作中。同时，因驻
勤单位大量停工停产， 出现了撤
销保安员用工岗位等一系列问
题， 这些都直接关系到保安员的
切身利益。

对此，公司工会考虑到企业、
职工双方均不同程度受到了疫情
的影响，存在各自的困难，于2020
年6月正式开始了本年度的工资
集体协议书续签工作。 为减少人
员聚集、 降低病毒传播风险，首
先，工会通过微信、QQ群等平台，
宣传了本次的协商内容， 征集职
工意见。 公司工会主席由琳告诉
记者，在往年的协商工作中，议题
侧重于职工较为关心的 “最低工
资标准”“工资上调比率”等问题。
2020年根据实际情况， 工会在征
集议题时， 侧重点为确保一线职

工的工资和各项福利不减， 同时
确保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不下调。

“工资是职工的最核心利
益， 只有工资上去了， 职工才会
有安定感和成就感， 幸福感才会
增强。 虽然2020年企业效益不尽
如人意， 但是我们将尽最大努力
为职工提供福利保障， 把职工留
住， 让职工能够安心工作。” 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最终，在工资协商会上，企业
方代表和职工方代表很快达成了
协议。在工资上调比率方面，2020
年职工工资调整比例按照企业盈

利每增加20%， 职工年度工资上
调4%执行。 实际上，考虑到一线
职工在疫情期间的辛勤付出，企
业还主动上调了奖金和加班费，
增加了职工补贴 ，2020年职工平
均工资由2019年的3776元增长至
4169元， 实际平均增长金额达到
393元，增长比率达到10%。

“在效益不好的时候， 企业
还想着保障职工的利益， 我们大
家对工资增长情况非常满意 。”
保安员王子才是甘肃人， 他表示
将继续坚守岗位， 为首都疫情防
控尽一份力。

确保一线职工工资和各项福利不减 最低工资标准不下调

北京坚盾保安公司疫期谈薪暖了职工心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不
发通知、 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
不用陪同接待， 直奔基层、 直插
现场……近日， 顺义区总工会党
组书记赵洪涛以 “四不两直” 方
式前往石园街道对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督导检查。

据了解， 按照顺义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相关工作要求， 为进一步做好防
疫督导工作， 形成 “高位统筹、
上下联动、 区块协同” 的工作机

制， 顺义区总工会积极参与疫情
防控督导检查。

检查当天， 区总工会不发通
知、 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 不用
陪同接待， 赵洪涛首先来到了石
园西区， 实地查看了小区卡口防
控措施， 询问了社区防疫人员的
工作流程， 并对小区出入信息登
记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 随后
前往石园东区， 向社区防疫人员
详细了解了该小区的日常出入登
记工作。

“当前疫情形势正 处 在 关
键时刻 ， 防疫工作需要更加严
格落实到位。” 赵洪涛表示， 社
区工作人员要进一步压紧压实主
体责任， 完善工作措施， 坚守防
疫卡口， 严格落实登记 、 测温 、
戴口罩 、 出示核酸检测证明的
防疫要求， 确保对进入小区的居
民应检尽检、 不漏一人， 形成有
制度、 常态化、 不松 懈 的 社 区
防疫体系 ， 守护好社区居民的
健康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桐）
正值隆冬， 航天科工203所工
会根据科研生产及外场试验队
需求， 开展 “冬送温暖” 慰问
活动， 重点关注室外低温作业
及外场试验队等艰苦环境中工
作的职工， 为确保节前各项任
务的完成， 发挥了工会组织的
作用。

进入冬季，203所工会就开
始了全面策划启动冬送温暖保
障工作。据了解，该所工会在精
心策划的基础上， 提前联系好
供货渠道， 对临时突然安排的
外场试验出差任务， 所工会第
一时间联络采购，克服困难，保
证了当天送达防寒物资， 确保
做到将防寒物资及时发放到参
试队员们的手中。

据该所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岁末年初，科研工作异常紧
张，加班加点已是常态，所工会
全天候做好职工的服务保障工
作。 特别是1月初的极寒天气

里， 所领导带领工会及有关部
门负责人亲自为周六加班的职
工送去自加热火锅， 让大家在
全力奋战的同时感受到203所
大家庭的温暖。

航天科工203所工会及时送暖保障科研生产

□本报记者 周美玉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陪同接待 直奔基层、直插现场

海海淀淀区区总总工工会会
慰慰问问一一线线保保安安员员

拱辰街道总工会基层“摆台”宣传入会
顺义工会“四不两直”督导检查防疫工作

(上接第１版 ) 从稳生产稳就业
的角度 ， 依法落实职工合法权
益， 让人留得称心。

《通知》明确，本市要发挥就
业服务指导员、 就业服务专员和
企业联络员作用，了解掌握在京
过年外来务工人员基本情况。 开
展“春风行动”，为有工作意向的
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岗位推荐服
务。 充分发挥“共享用工”平台的
作用，引导余缺调剂，帮助节日期
间短期用工需求较大的企业，提
前对接放假早、 富余员工多的企
业，促进企业间用工平衡。 指导
用人单位稳定外来务工人员在京
过节期间的劳动关系， 规范用工
行为， 不得违法终止或解除劳动
合同。 指导用人单位通过工会组
织与外来务工人员协商春节期间
工资待遇、灵活用工方式等，稳定
就业岗位。 督促用人单位筑牢节
日期间保障职业安全底线， 做好
疫情防控、 劳动安全保护方面的
管理，落实用工主体责任，切实消
除因春节期间加班生产造成的各
类职业伤害隐患。

《通知》 明确， 本市将指导
用人单位通过集体协商等方式，
妥善安排好包括外来务工人员等
职工群众的工作和休息时间， 并
依法足额支付工资。 鼓励订单较
多、 生产任务重、 需要不间断工
作的用人单位， 在坚决守住职业
安全底线的前提下， 协商制定职
工春节错峰放假、 弹性休假、 薪
酬标准等计划， 落实职工合法权
益。 大力推进根治欠薪冬季专项
行动，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加强
隐患排查和欠薪案件处置， 确保
春节前欠薪问题 “两清零”。 充
分发挥基层调解组织作用， 尽可
能通过协商和调解方式及时化解
工资纠纷， 努力把各类不稳定因
素和群体性事件苗头解决在萌芽
状态、 化解在基层。 切实维护外
来务工人员合法权益， 维护劳动
关系和谐稳定。

《通知》 要求， 各级工会要
认真落实 《北京市总工会办公室
关于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组织开
展送温暖活动的通知》 要求， 组
织形式多样的 “送温暖” 活动，
慰问坚守岗位的外来务工人员、
关爱留守过节的外来务工人员、
做好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工作， 鼓
励用人单位与工会围绕春节传统
风俗习惯和职工群众生产生活实
际需求， 确保外来务工人员吃上
可口的年夜饭、 为他们向远在家
乡的亲人们送上一份祝福提供方
便， 提供适合的、 富有节日特色
的文化体育、 娱乐休闲等服务活
动， 提供更为便利和周到的人文
关怀， 用心用爱， 让外来务工留
京人员感受到在 “家” 团圆的温
暖。 春节期间慰问和服务职工活
动严格按照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开展。 各级企
联和工商联组织指导鼓励用人单
位关心关爱外来务工人员， 让外
来务工人员在京过一个舒心年。

《通知》 还要求， 全市各级
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要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的决策
部 署 及 市 委 市 政 府 的工作要
求， 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
保障， 支持用人单位生产经营，
保持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确保广
大在京务工人员过一个欢乐祥和
的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