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勤
付出。”近日，朝阳邮政工会牵
头，组织工作人员分别到各个
投递部和营业部，为投递员和
揽投员送出了福字、 水果、糖
果等慰问品，让响应号召在京
过年的职工们感受到企业大
家庭的温暖。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春节期间，长安汽车北京
公司党委、工会为职工送去暖
心慰问。走访中，公司领导同
困难职工亲切交谈，详细了解
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鼓励他
们坚定生活信心，保持乐观心
态，并表示公司党委和工会永
远都是职工的“避风港”和坚
实“靠山”。 本报记者 闫长禄

通讯员 李迎春 摄影报道

长长安安汽汽车车工工会会真真情情关关爱爱困困难难职职工工

留留京京过过年年投投递递员员收收到到工工会会慰慰问问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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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曹海英 通
讯员 奚海霞） 今年春节期间，
为了让每名职工度过暖心祥
和、健康安全的节日，北京建工
集团各级工会组织开展 “送温
暖”活动，将“娘家人”的关爱送
到职工身边。

据了解， 建工集团工会结
合今年特殊情况， 投入专项资
金，对节日期间加班重点工程、
节日服务保障类岗位等20个单
位、25个项目的职工进行了重
点慰问。在此期间，集团工会先
后前往城市副中心剧院工程、

城市副中心交通枢纽工程、城
乡集团金河水务北运河甘棠船
舷闸建设工程等， 为坚守岗位
的职工和施工人员送去温暖包
和各类食品；向15名全国和291
名省部级在职、 退休劳模发放
了春节慰问金； 通过先期摸底
调查， 为集团符合条件的困难
职工发放了北京市总工会节日
慰问金； 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开
展帮扶，共为5名职工申请中国
海员建设工会专项帮扶款。

为服务好留京过年职工 ，
集团工会为部分职工小家申请

了全国总工会职工书屋的 “书
籍文化大礼包”。各级工会也纷
纷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
资源公司组织“国潮手作 玩转
年味”主题活动，制作福牛扩香
石、好运年宵花等；地产公司为
40名留京职工发放了过年大礼
包， 以分会和直属工会小组为
单位录制视频， 并组织开展留
京职工网上手游比赛； 一建公
司工会为留京过年职工送去节
日慰问品，并开展了理发、缝补
等服务，让职工感到“娘家人”
的温暖。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西城区总工会发布 《红色记忆职
工路线地图》，以此来丰富西城区
职工文化生活， 迎接建党100周
年。据悉，该地图设计了10条红色
游览线路，包含北京中轴线建筑、
西城文物修缮项目、 匠人基地等
100个点位。

《红色记忆职工路线地图》是
西城区总工会在充分了解职工需
求、大量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将西
城区的“红色点位”绘制成路线地
图。这些红色点位中，既有北京中
轴线建筑、西城文物修缮项目、文
化旅游地等社会文化活动场所，
也有聚德华天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嫏嬛书房、京彩瓷博物馆等西
城区总工会“匠人基地”。

西城区总工会总工会副主席
许畅介绍， 地图中红色游览线路
分为10条， 线路卡点设计为100
个，寓意喜迎建党100周年。绘制、
发布《红色记忆职工路线地图》就
是希望发扬“红墙精神”，探寻红
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充分发
挥党建带工建优势， 让参与者学
习中轴文化，了解文物修缮，同时
挖掘文物修缮人才， 储备文物修
缮匠人。

据悉， 西城区总工会将以传
承非遗技艺为重点， 精心组织具
有西城特色的古城修复、 文物修
缮技能大赛，发现、培养和造就更
多高技能人才和西城 “大都工
匠”，引导各行各业争当新时代最
美奋斗者。

西城工会发布《红色记忆职工路线地图》安全防疫做在前 快快乐乐过大年

午休时间， 北京公交集团保
修分公司车身保修厂职工活动中
心传来“祝你生日快乐……”节奏
优美的歌曲。 原来正逢一车间装
配二组职工司景辉的生日， 厂工
会带领班组长和工会小组长正在
为他送祝福、唱生日歌。

“工作十几年了， 很少过生
日。 生日蛋糕也只是在孩子小时
候给她买过。 今年的生日， 没想
到工会想的如此周到， 给我送来
生日蛋糕券， 同事们共同为我祝
福……心里一股暖流， 今后我一
定加倍努力工作！” 司景辉激动
地说道。

据了解， 在集团公司工会的
领导下， 保修分公司工会为加强
企业对职工的关爱， 让职工充分
体验到“家”的氛围，不仅为职工
在生日当天发放蛋糕券， 还为本
命年的职工送上了红腰带。 为把
这项工作做细做实， 分公司所属

各单位工会组织建立了职工生日
档案， 对职工按生日月份进行细
分并登记造册， 确保将生日蛋糕
券及时送到职工手里。

收到生日祝福的职工纷纷在
朋友圈中晒出 ：“看到温馨的祝
福， 感受到了工会大家庭的暖意
与感动，如同在‘家’过生日。”“一
张小小的生日蛋糕券， 满载着工
会的温馨祝福， 一条短短的生日
祝福语传递着工会的浓浓关怀，
让我工作起来更加有动力。”

公交保修职工岗位上过“别样”生日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记
者近日从北京市温暖基金会获
悉， 从2020年12月21日到2021年
2月8日， 共有4.15万名职工参与
“一元捐 （十元捐）” 活动， 共捐
献善款40.98万元 。 其中 ， 16个
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专项基金
共 收 到 27263 名 职 工 的 捐 款
274466.22元。 时传祥环卫工人、
暖的士、 市互联网等14个行业专
项基金共收到14203名爱心职工
捐款135126.7元。

作 为 北 京 市 温 暖 基 金 会
“2021年元旦春节爱心互助行动”
的重要内容之一， 2021年元旦春
节期间，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发起

“一元捐（十元捐）”活动倡议，宣
传倡导“职工帮助职工、家庭帮助
家庭、企业帮助企业”的互助互济
理念，搭建广大职工汇聚爱心、奉
献爱心、传递爱心的平台。

据了解， 为方便广大职工参
与 ，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 设 置 微
信二维码 、 网上银行及现场等
多种捐款方式， 并通过北京市总
工会融媒体中心、 北京市温暖基
金会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宣传转
发， 鼓励和吸引更多爱心职工和
爱心企业参与捐款。 北京市温暖
基金会向全市17个区、 14个行业
专项基金下发通知及倡议， 并为
每个专项基金定制生成专属捐款

二维码， 实现了捐款活动全市区
域、 行业的全覆盖。 倡议得到了
各区、 各行业工会的积极响应 ，
他们纷纷利用微信公众号、 微
信群、 工会官网、 现场会议等多
种方式向域内企业和职工转发并
组织捐款， 掀起职工互助的公益
热潮。

据悉， 门头沟区总工会高度
重视 “一元捐 （十元捐）” 活动
倡议， 第一时间向全区基层工会
下发通知， 确定专人负责此项工
作， 充分发挥基层工会作用， 层
层抓好落实， 捐款总额在17个区
中排名第一。 丰台区总工会通过
邮件形式将活动倡议转发到各企

事业、 各街乡 （镇）、 园区和直
属工会中去， 各基层工会接到倡
议后 ， 又迅速转发扩大宣传力
度。 密云区总工会开展进社区、
进企业、 进机关等系列 “一元捐
（十元捐）” 活动， 共吸引780人
参与到活动中， 扩大了活动覆盖
面。 延庆区利用自身优势， 积极
开展 “一元捐 （十元捐）” 宣传
讲解工作， 鼓励广大职工参与到
公益活动中来， 营造出浓厚的公
益氛围， 此次共吸引1269名职工
参与。

此外， 东城区、 石景山区、
怀柔区、 昌平区等纷纷利用网络
平台宣传、 制作活动海报、 组织

现场募捐等方式开展 “一元捐
（十元捐）” 活动。 服务业、 制造
业、 保安系统等专项基金项目执
行组积极响应倡议， 同时开展线
上和线下不同形式的捐款活动，
在职工中引发热烈反响。 各区环
卫职工一如既往地支持 、 参与
“一元捐 （十元捐 ）” 活动 ， 丰
台、 朝阳、 海淀、 东城、 密云、
怀柔 、 昌平 、 延庆等区的近1.4
万名环卫职工捐款13.4万元。

很多接受过时传祥环卫工人
专项温暖基金帮助的职工表示，
自己现在经济条件好转， 特别愿
意献出一份爱心， 帮助更多的人
缓解困境。

全市16个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14个行业专项基金共收到善款40余万元
4万余职工两节参与市温暖基金会爱心捐款活动

北京建工职工节日尽享“娘家人”关爱

本报讯（记者 边磊） 今年
春节， 北京环卫集团工会做好
在京务工人员留京过年、 疫情
防控、劳动保护等各项工作，让
职工留得安心、放心和称心。

环卫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集团工会配合中国职工
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 给下
属单位赠送总计400份“福”字；
给集团12家单位的一线职工赠

送300份年夜饭餐包，每份餐包
具体有如意卷 （豆皮肉卷）、行
大运 （酱牛肉 ）、上金榜 （酱肘
子）、赛龙肉（酱驴肉）、节节高
（盐水大虾 10只）等12样菜品。

据了解， 为了让留京职工
过好年，春节前夕，环卫集团工
会制定 《关于做好外省在京务
工人员留京过年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单位工会做好各项服务

保障工作。 主动配合集团倡导
职工就地过年的要求， 以慰问
信、 感谢信的形式在微信公众
平台、微信群等转发，把职工就
地、平安过年的理念及时宣贯。

此外， 集团工会在北京城
市机扫服务有限公司天安门环
境服务中心开展慰问， 为集团
一线职工发送1000个 “温暖大
礼包”。

环卫集团工会暖心举措让职工安心留京

□通讯员 马振涛 张海伦

包含中轴线建筑、西城文物修缮项目、匠人基地等百个点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