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田物流怀柔分公司工会为职工送祝福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杨琪） 春节期间， 北京普田物流
有限公司怀柔分公司工会组织职
工开展了“迎新春、写春联、送祝
福”主题活动，以喜庆祥和的氛围
迎接新的一年。

据了解， 公司工会邀请职工

书法爱好者挥毫泼墨， 依据职工
自选或自拟春联内容， 现场书写
“事事如意大吉祥 家家顺心永安
康”“迎喜迎春迎富贵 接财接福
接平安”等一副副对联，以及喜庆
的福字。 工会工作人员还将春联
送到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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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西城区椿树街道总工会开展走访
慰问活动， 对辖区内坚守岗位的
户外劳动者、 疫情防控一线工作
人员表达问候， 并为他们送去保
温杯、 牛奶、 方便面等慰问品。

在椿树准物业服务中心， 椿
树街道相关人员将慰问品送到了
工作人员手中 ， 向他们不辞辛
苦、 忠于职守的无私奉献精神表

示敬意。 在环雅丽都投资有限公
司二分公司椿树班， 街道总工会
一行现场为保洁人员代表发放了
慰问品， 叮嘱他们在守护美丽椿
树的同时， 注意防寒保暖。 在西
城分局椿树派出所， 街道总工会
一行详细询问了派出所保安人员
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向他们发放
了慰问品， 感谢他们为大家的平
安奉献自己的力量。

椿树街道总工会走访慰问坚守一线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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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疫做在前 快快乐乐过大年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今年过年不回家， 就在
项目部和大家一起过年了， 我们
的活动也很丰富！”“我是一名普
通环卫工人， 在这里工作把环境
清洁的干干净净， 虽然辛苦但很
快乐！”春节期间，怀柔区总工会
和北京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主
管领导来到雁栖湖国际会都扩容
提升重点工程———雁柏山庄项目
工地、 北京雁栖湖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开展“共抗疫情、关爱建设

者、温暖科学城”春节慰问活动。
在雁柏山庄项目工地， 领导

们向建设者发放面包、 坚果等春
节慰问品， 在送出节日问候的同
时， 向他们为建设怀柔付出的辛
勤表示感谢。 据雁柏山庄项目负
责人介绍， 该项目预计今年7月
竣工投入运营， 这里凝聚着无数
背井离乡来怀务工建设者的智慧
和汗水。 “今年受疫情影响， 很
多工友响应号召留在项目部过
年 ， 企业为我们安排丰富的活

动， 工会也送来了节日礼物， 我
们感到很温暖。”

节日期间， 怀柔区总工会新
时代文明实践服务队的职工志愿
者积极参与到此次送温暖活动
中 ， 并将慰问品送到建设者手
中， 同时向工地上的建设者和环
卫工人宣讲疫情防控知识、 针对
就地过年出台的相关政策。 大家
通过线上观影、 视频电话拜年等
形式在怀柔度过文明祥和、 平安
快乐的新春佳节。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王远霞） 艳丽的色彩、 沁人的香
味……近日， 北京西门子西伯乐
斯电子有限公司变成了一片花的
海洋， 职工们用心制作了自己的
新年插花作品。据悉，今年该公司
有600多名外地职工留京过年。公
司工会在确保防疫措施到位的同
时，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留京
职工过个“花”样年。

据介绍，春节期间，公司工会

为留京职工策划组织了插花课
程、 书法笔会以及新年大礼包发
放等丰富多彩的新年活动。 西门
子西伯乐斯工会主席郝咏梅介
绍：“我们组织的活动十分红火，
虽然很多职工第一次插花， 但是
特别愿意去尝试， 目前组织了三
个批次，让报名的200余位职工都
过了把插花‘瘾’。”

活动现场， 花艺师从花材选
择、 颜色搭配、 层次构建、 剪枝

包装等方面教授了插花知识和技
法。 职工边学边做， 不到一个小
时一束束精美的插花作品便在手
中 “诞生” 了。 “我的作品以红
色鲜花为主， 象征新的一年生活
红红火火， 事事如意。” 从事研
发工作的小魏， 从选花、 裁剪到
颜色搭配再到包装造型一气呵
成。 小魏表示， 这是他第一次制
作插花， 希望这个作品开启一年
的好运与福气。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海淀
区总工会今年春节全面启动新春
慰问活动。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牛
爱忠带队来到海淀消防支队，为
职工送去了大枣、核桃、京味小吃
等新春慰问品，以及春联、福字等
文化用品。据了解，针对今年严峻
的疫情防控形势， 许多职工不能
回家过年，海淀区总工会开展“迎
新春送温暖、情暖职工”专项慰问
活动， 覆盖直属会员单位留京过

年职工3万人。
同时， 为响应在京过年的号

召， 海淀区总工会还推出了各类
文化关怀，开通新媒体专栏《新春
送福进基层》，报道各级工会开展
新春慰问活动的做法；开展“我们
的春节”摄影随手拍活动，展现春
节温暖瞬间； 为职工送去书笔套
装等精神食粮以及各类春联、福
字等节日用品近千余份， 助力职
工欢欢喜喜就地过年。 赵思远 摄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节日期
间， 东城区东四街道总工会对辖
区内7座商务楼宇3家餐饮企业的
职工进行了慰问，送去了方便面、
水果等70箱慰问品。

为响应就地过年的倡议，街
道总工会结合各单位实际， 慰问
坚守岗位和留守过节的职工。同
时， 对两名患大病的职工进行了
困难帮扶。同时，街道总工会还对
辖区的平房物业及环卫工进行走
访慰问， 并向就地过年职工和他

们远在家乡的亲人送上祝福，让
职工在京过个暖心年。

东四街道总工会暖心关爱就地过年职工

“虽然今年春节不能回家，但
是工会送来的温暖， 让我们感到
‘家’的味道。 ”近日，东城区总工
会副主席李健一行到周大福金行
有限公司慰问春节期间留守一线
职工，与职工聊起家常，并将慰问
品送到职工手中， 向职工致以节
日的问候。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今年春节， 朝阳区委、 区总
工会等领导慰问了工作在一线的
劳模和离退休困难劳模， 为他们
送去了节日的祝福以及慰问品和
慰问金。 图为朝阳区委常委、 纪
委书记席成坡走访慰问北京市先
进工作者、 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流行病与地方病控制科科长
马建新。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摄影报道

走访企业问需求 督促足额发工资 开展线上招聘会

大兴工会多举措让职工在京暖心过年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做好

帮扶慰问， 保障劳动经济权益，
开展就业服务……为了让在京过
年职工度过一个暖心、 称心、 放
心、 安心年， 大兴区总工会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 《大兴区总工会鼓
励外地来兴人员留京过年工作计
划及具体措施》， 多举措服务保
障职工就地过年。

连日来， 大兴区总工会以及
各镇街工会在做好常规慰问的基
础上， 实地走访了小微企业， 详
细了解在京过年职工需求、 困难
及企业经营等情况， 提供多项服
务保障。

为了让职工的劳动经济权益
得到保障， 就地过个称心年， 大

兴区总工会下发 《做好外来务工
人员留京过年期间稳定劳动关系
工作的通知》， 督促用人单位向
外来务工人员依法足额发放工
资， 配合人力资源部门开展根治
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建立健全欠
薪报告制度， 加强对外来务工人
员的法律援助， 通过协商和调解
方式及时化解工资纠纷。 同时，
指导协商制定职工春节错峰放
假 、 弹性休假 、 薪酬标准等制
度， 妥善安排留京期间职工的工
作和休息时间。

据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今年1月以来， 大兴区总工
会启动 “春风行动”， 为在大兴
区临时就业、 有工作意向的人员

提供岗位推荐服务， 持续开展线
上招聘活动， 加强人岗匹配和精
准服务。 利用微信公众号 “大兴
微工会” 就业服务专栏， 1月已
发布就业信息6期， 为节日期间
短期用工需求较大的企业、 有求
职需求的人员提供帮助。

此外， 大兴区总工会还加强
宣传引导， 让职工就地过个安心
年 。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宣传方
面 ， 通过 “大兴微工会 ” 发布
《在京过年倡议书》； 发布科学防
疫知识、 政策， 不断提升广大职
工群众 、 外来务工人员防控意
识， 引导养成坚持戴口罩、 勤洗
手、 常通风、 不扎堆、 不聚集、
保持社交距离等良好习惯。

西门子西伯乐斯留京职工“花”样过年

怀柔区总工会慰问科学城建设者

“留在项目部过年，我们感到很温暖”

海海淀淀留留京京过过年年职职工工喜喜获获““文文化化礼礼包包””

节日祝福送劳模

留京也是在“家”过年

(上接第１版)
节日期间， 西单商场、 首创

奥莱、 王府井百货大楼等监测企
业销售额同比增长超5倍。 第三
方数据显示， 王府井、 西单、 三
里屯等22个全市重点商圈日均客
流同比增长近90%。 餐饮方面 ，
第三方数据显示 ， 节日期间外
卖交易量、 交易额同比增长均超
1.8倍。

文化活动方面， 推出9大类
200余项特色活动， 丰富节日生
活。 其中， 牛年电影春节档人气
爆棚 ， 第三方数据显示 ， 本市
“春节档” 票房收入较2019年增
长近30%。 银联数据显示， 节日
期间文化娱乐类消费金额同比增

长2.3%， 恢复至2019年的78%。
商旅融合丰富节日消费场

景。 10家市属公园实行限量、 错
峰预约， 花样不断免费逛。 在京
过年带热本地游、 郊区游， 热门
景区、 温泉采摘成出游首选， 京
郊酒店、 精品民宿迎客流高峰。
银联数据显示， 旅游售票类消费
人次同比增长27.5%， 较2019年
增长34%。

此外， 举办 “北京冰雪消费
节”， 通过冬奥知识竞赛、 发放
冰雪体验券 、 云逛冰雪场 等 活
动 ， 吸引千万人次在线关注。
西山、 南山等多家滑雪场日客流
增幅超过10%， 夜场客流增幅超
过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