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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职工婚姻家庭建设协会联合市政法卫生文化工会举办线上交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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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困难职工子女可申请助学款
市总工会《关于开展2021年金秋助学工作的通知》印发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记者近
日从北京市总工会了解到， 按照
市总工会印发的 《关于开展2021
年金秋助学工作的通知》，今年在
全市范围继续开展金秋助学工
作， 三类困难职工子女可申请资
助，审核通过后，助学款通过工会
会员互助服务卡直接发放给困难
职工， 推动解决困难职工子女就
学困难。

《通知》指出 ，2021年金秋助

学工作的助学对象为2021年9月
至2022年7月就读的在档深度困
难、相对困难职工子女。具体分为
三类：在高中阶段（含普通高中、
职高、中专、技校）、全日制大学专
科（含高职）或本科阶段就读的困
难职工子女； 在学前教育或义务
教育阶段（小学、初中）就读的单
亲困难职工 （包括单亲困难男职
工、女职工）子女；在研究生阶段
（含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就

读的单亲困难女职工子女。
助学标准分别为， 在高中阶

段 （含普通高中 、职高 、中专 、技
校）就读的，每人补助4000元；在
全日制大学专科（含高职）或本科
阶段就读的， 每人补助12450元；
在学前教育或义务教育阶段 （小
学、初中）就读的，每人补助3000
元； 在研究生阶段 （含硕士研究
生、博士研究生）就读的，每人补
助12450元。

《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
要做好摸底和申报工作， 将金秋
助学作为工会常态化帮扶和日常
送温暖工作的重要内容， 扎实做
好在档困难职工、 单亲职工家庭
子女摸底调查， 认真核实相关情
况， 将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子女
全部纳入帮扶范围。 要深入了解
困难职工子女实际困难和需求，
根据困难职工家庭状况和具体需
求， 制定个性化帮扶措施，“一人

一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把经
济资助与学业帮助、 心理关怀相
结合， 把集中救助与日常帮扶相
结合，提高工作实效。要充分发挥
工会组织的枢纽作用， 广泛整合
政府、企业、学校、社会机构、公益
慈善组织等各方力量， 提高社会
化运作意识和能力， 充分运用基
金会、公益项目等平台媒介，拓展
助学工作平台和载体， 形成多元
化工作格局。

让单身职工在金秋收获“甜蜜的幸福”
本报讯 （记者 杨琳琳） “大

家好，我1991年出生，老家在河南
郑州，目前在北汽上班……”伴随
着一个个自我介绍的小视频， 近
日， 由北京职工婚姻家庭建设协
会、 市政法卫生文化工会联合举
办的燕缘际会单身职工线上交友
系列活动———“燕缘际会遇良缘”
拉开了序幕。

记者了解到， 此次活动面向
北京单身青年职工， 活动通知一
经发出就得到了全市各机关、 高
等院校 、 企事业单位的热烈响
应。 为尽可能多地给单身职工提
供一个安全的交友平台， 当天在
上午及下午共举办两场活动。

据了解，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将报名的单身职工进行了分组，
并组建了不同的微信群。 话题分
享、 灵魂问答、 榜单奖励……一
个个精心安排的线上互动环节，
让单身职工在微信群内进行了5
天全时段覆盖的互动， 促进了嘉
宾之间互动交流、 相互认知， 加
深彼此了解。

“我们在一个微信小组， 通
过几天的交流， 感觉我们俩人好
多观点都很一致。” 活动刚开始
没多久， 屏幕上正播放着一位单
身女嘉宾的自我介绍， 很快一位
单身男嘉宾按下了爆灯键。 由于
活动前期的线上互动， 直播活动
一开始就进入了爆灯模式。

根据提前分好的微信群组，

每个组都会表演一个节目， 每个
人都有 “出镜” 的机会。 对着屏
幕做个5连拍； 挑选一位在线的
小伙伴做个搭讪； 模拟在地铁里
一见钟情……直播中的精 彩 互
动 ， 把活动一次次地推向了高
潮。

北京职工婚姻家庭建设协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是贯
彻落实北京市总工会为职工办实
事的工作要求， 为解决单身职工
婚恋难问题而推出的线上相亲活
动， 希望广大单身职工在金秋收
获一份 “甜蜜的幸福”。 “今后，
我们还会继续举办各种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单身职工交友活动， 帮
助他们成就美好姻缘。”

平谷镇总工会召开美团职工专场沟通会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近

日， 平谷区平谷镇总工会到美
团平谷外卖站点开展专场沟通
会， 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深入
沟通。

沟通会上， 平谷镇总工会
副主席金满英向美团负责人介
绍了市政府对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的关注和关爱， 同时详细地
介绍了工会组织对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职工互助保障等方面的
政策和工会各项暖心服务。 美
团总部、 镇总工会、 平谷区美
团负责人进行了 现 场 沟 通 ，
金满英还针对美团总部提出
的关于工会会费收取以及工会
对企业帮扶等问题进行了解
答。

金满英表示， 平谷区美团
职工可以先加入联合工会， 让

职工及时享受工会的服务， 以
吸引更多人加入这个队伍， 这
将对解决企业的用工难和稳定
职工队伍起到积极作用， 对企
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经过沟通， 平谷区美团负
责人对成立工会比较认可， 表
示会向总部详细汇报沟通会的
内容 ， 积极推动工会组建工
作。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连
日来， 琪舰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等四家企业， 陆续收到来自
顺义区总工会送来的毛巾、 洗发
液等培育助推物资 ， 合计 1352
份。 昨天， 记者从顺义区总工会
获悉， 此次活动系该区总工会开
展的2021年培育助推和谐劳动关
系企业行动的内容。

据了解， 按照市协调劳动关
系三方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21年“培育助推企业行动”有关
工作的通知》 和北京市总工会的
相关要求， 为做好2021年培育助
推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工作， 顺义
区总工会采取集中采购物资的形
式为企业提供助力，1352份培育
助推物资已配送到各企业。

“本次培育助推和谐劳动关
系企业行动的开展， 进一步推动
了企业培育 ‘企业关爱职工， 职
工热爱企业’ 的和谐理念， 为提
高劳动用工管理水平， 打造具有
影响力的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典型
奠定了基础。” 据顺义区总工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前， 顺义区
总工会还积极面向培育企业开展
“法治体检” 活动， 为企业依法
用工以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建言
献策。

下一步， 顺义区总工会将持
续开展针对性且满足企业发展需
求的定向服务， 在助力企业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的同时， 让企业及
职工群众感受到 “娘家人”的关
怀，不断扩大工会组织的吸引力、
凝聚力和影响力。

怀柔区民营企业点赞区总工会贴心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为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
事”走向深入，近日，怀柔区总工
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解忠明带领
相关业务部室负责人及职工志愿
者， 来到庙城镇北京燕南富润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 与区民营企业
协会工会联合会企业家代表沟通
企业建会等工作。

座谈会上， 与会企业代表介
绍了公司经营理念和发展情况。
随后， 怀柔区总工会组宣部负责
人介绍了企业建会和职工入会的
政策流程、权益维护等工作内容，
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负责人解

读了帮扶政策及服务项目等事
宜。 参会企业负责人纷纷对建会
工作具体事宜发问， 区总工会一
一做出明确解答， 帮助大家排除
疑问，畅通工作渠道。企业家代表
一致认为，此次沟通会非常及时，
为区总工会送到家门口的贴心服
务点赞。

会后， 怀柔区总工会和区民
营企业协会工会联合会共同为企
业职工代表送上党史学习、 创城
宣传、禁毒防艾、建会入会等宣传
材料共计100余份，职工志愿者与
企业职工代表进行了宣传答题互
动，营造文明和谐良好氛围。

第三水厂“五个一”活动引领职工爱读书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第三水厂启动
“书香三厂 、 悦享读书 ” 活动 ，
以 “五个一” 活动为载体， 要求
职工读一本好书 ， 推荐一本好
书， 写一篇读后感， 参加一次读
书分享会， 共享一本好书。

活动中，职工踊跃发言，每人
准备了一本近期阅读的书籍分享
给大家， 并将自己的阅读感悟以
及阅读过程中的一些小故事与大
家交流，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据该厂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第三水厂将读书活动作为一
项长期活动， 依托 “职工书屋 ”
“文化驿站” 平台， 将 “职工书

屋” 建设与 “素质提升工程” 有
机结合， 做好职工思想引导， 引
领职工爱读书， 读好书。 同时，
该厂工会通过 “文化微课堂” 等
形式， 适时组织读书分享会， 形
成人人好读书、 人人读好书的学
习氛围。

我为职工办实事———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
讯员 李媛媛 ） 近日 ， 昌平区
天通苑北街道总工会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专班晨会上， 美团外
卖小哥列席会议， 了解了工会
相关知识和政策。

晨会上， 天通苑北街道工
会专职社工向外卖小哥进行了
政策宣传， 现场发放了 《建会
秘籍》 《入会宝典》 等宣传材
料， 并介绍了北京市总工会针
对外卖小哥的入会政策、 入会
流程、 会员福利等。 外卖小哥
了解到工会相关政策后纷纷表
示： “工会组织太暖心了， 很
多实用的权益保障正是我们所
需要的， 非常及时。”

据了解， 天通苑北街道即
将对外开放30家职工暖心驿

站， 欢迎户外劳动者到暖心驿
站小憩。 下一步， 街道工会还
将根据需求为以美团外卖小哥
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

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真正的解
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急难愁
盼” 问题， 让广大职工感受到
“娘家人” 的关怀。

顺义区总工会开展培育助推和谐劳动关系企业行动

1352份培育助推物资配送四家企业

天通苑北街道工会为外卖小哥提供精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