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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9月27
日 ， 朝阳区总工会的 工 会 工 作 者
来到朝阳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第四清
洁车辆场应急中心， 为环卫职工们送
上了一份暖心慰问品。

当天， 朝阳区总工会的工会工作
者与部分职工代表开展座谈， 深入了
解一线环卫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
难及职工们对工会工作的意见建议。
相关负责人表示， 工会将继续关注广
大环卫职工的生产工作情况、 文化生
活情况， 倾听职工呼声。

据悉， 今年是朝阳区成功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十周年， 为切实做好工作
人员的服务保障， 朝阳区总工会将慰
问直接参与相关工作的31个委办局和
43个街乡的职工， 慰问活动覆盖１.８
万余人。

近日， 中铁建工集团工会在西藏林芝为12对拉林铁路建设者举办
了一场主题为“情定高原·相约百年”的集体婚礼。 当天，伴随着藏族歌
舞特色表演，12对新人伉俪身着藏袍，走进婚姻的殿堂。据悉，中铁建工
集团工会已连续举办过不同主题的集体婚礼，让员工不断感受到“家”
的温暖和企业“家”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刘甜 摄影报道

国庆将至， 为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 北京公交保修分公司车身保修厂工会近日组织开展了以 “庆
国庆展风采” 为主题的黑板报评比活动。 一幅幅精心设计的插
画， 将职工对祖国的真挚情感融入到黑板报中。

本报记者 盛丽 摄影报道

高高原原上上的的集集体体婚婚礼礼 迎迎国国庆庆 板板报报展展风风采采

朝阳工会为环卫职工
送上暖心慰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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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晶 赵思远）9
月28日，首都职工志愿服务“大篷
车”开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健康
服务、安全应急服务、便民服务等
送到通州区临河里街道和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通运街道职工、社区
家属身边。

据了解， 为贯彻落实市总工
会 《首都职工志愿服务助力北京
城市副中心建设工作方案》，进一
步推动首都职工志愿服务在助力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的作用，
激发职工志愿者助力副中心建
设、传播副中心文化的热情，首都
职工志愿服务运行中心经过前期

实地调研，结合职工实际需求，精
心筹划了此次助力城市副中心建
设活动。

“本场活动，我们特别面向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 针对通州城区
快递员、送餐外卖员、保安员、保
洁员等群体需求， 开展了志愿服
务。”首都职工志愿服务运行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运行中心集
结了13支首都职工志愿服务队，
走进通州临河里街道和通运街
道，将理发、缝补、证件照拍摄、眼
镜清洗、镜架矫正、首饰清洗、中
医义诊、 安全应急服务培训等多
种服务，以志愿服务“大篷车”的

形式， 送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
社区居民身边，当天累计服务300
余人次。 参加活动的职工和居民
表示，身在城市副中心，能体验到
首都各区职工志愿服务队送来的
服务套餐，感觉既方便又暖心。

记者了解到，今年10月，全市
各级工会将进一步落实党员 “双
报到”，引领在职党员志愿者将首
都职工志愿服务“大篷车”开进北
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家属
区，对接职工及职工家属需求，推
动 “助力职工更美好、 家庭更美
满、城乡更美丽”三大主题行动进
一步见成效。

首都职工志愿服务“大篷车”开进城市副中心
重点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提供理发、义诊等贴心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从昌平区总工会获悉，近日，天通
苑南街道总工会在党群服务中心
创立了“小哥暖心驿站”主站点，
同时， 汇聚各方力量在16个社区
（村）、 企业、 门店建立46家基层
“小哥暖心驿站”分站点，服务站
点可为快递小哥提供取暖、纳凉、
饮水、歇脚、用药等一系列暖心服
务。部分暖心驿站，还可解决快递
小哥最急、最需的如厕问题。

需求得到了满足， 小哥们的
干劲更高了，归属感更强了，他们
也从“匆匆过客”逐渐变为“自家
人”，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尽
己所能为社区服务。

“大爷，您出门还是得把口罩
戴起来，现在疫情还没过去，防范
意识不能松……” 在天通苑南街
道天通东苑第一社区卡口， 佩戴
着“志愿者”红袖箍正引导居民扫
码、登记、测体温的小伙是天通苑

南街道辖区极兔速递负责人王
雷。身为党员的他，除了日常统筹
快递工作， 自己还主动担任社区
疫情防控的“守门员”，参与社区
基层治理。

像王雷一样“亮身份 践初心
送服务” 为社区疫情防控注入新
群体力量的还有很多人， 他们将
温暖传递，积极成为社区一员，参
与到城市隐患排查、居民服务、社
区治理等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加
入工会这么方便， 真是想不到！”
延庆 “百品尚” 超市员工李艳拿
着新办理的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开心地说 。 记者了解到 ， 连日
来， 延庆区总工会将建会和发展
会员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大力推进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工作上，
9月28日， 延庆区三个街道7家商
超同时开展职工沟通见面会。

28日， 百泉街道总工会早早
地在辖区 “百品尚” 超市门前悬
挂横幅、 张贴海报、 摆放展板、

支起了桌子， 把沟通见面会开到
职工身边。 工会工作人员抓住职
工午休的时间， 向商场职工宣传
工会知识， 配合市总工会专项服
务的优惠措施， 积极吸纳商场信
息员现场入会。 通过使用移动办
公设备 “让信息多跑路， 职工少
跑腿”， 现场完成了新入会职工
申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信息
核实、 审批、 办卡、 激活等全流
程服务。

当天， 百泉街道总工会、 儒
林街道总工会、 香水园街道总工

会针对辖区内7家商超开展职工
沟通会活动 ， 通过现场采集信
息、 现场办卡、现场答疑方式，让
商场信息员、外卖小哥、家政服务
员、 房地产销售员等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看见工会、了解工会，提升
他们的入会热情和积极性。 活动
当天共吸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办
理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42张。

接下来， 延庆区各级工会将
连续开展职工沟通见面会， 强化
宣传效果、 便捷入会手续， 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工作提速。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您
再给我剪短一点， 戴头盔方便。”
随着美发师傅剪刀起落， 一个利
索的短发完成了。 针对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反映的由于工作繁忙而
无暇理发的问题， 近日， 石景山
区八角街道总工会联系辖区建会
单位北京靓靓伊人美容美发店，
由店长亲自带队， 给快递、 外卖
小哥义务剪发。 当天， 共为20人
提供义剪服务。

“义剪服务地点自由，可以在
辖区内临街的13个暖心驿站中，

也可以在快递网点内为快递员、
网约送餐员服务。”八角街道总工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为了更好
地为快递、外卖人员提供服务，他
们以辖区暖心驿站为阵地， 以工
会十大服务品牌为基础， 针对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特点， 开展一系
列精准服务，其中，每月10日固定
为“暖蜂”义剪服务日。工会的贴
心服务也吸引更多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加入工会组织。截至目前，八
角街道辖区内12家快递公司、80
余名外卖小哥已纷纷建会、入会。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为推
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
织，进一步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
近日， 房山区城关街道总工会来
到美团网约送餐员站点， 举办职
工专场沟通会。

活动现场， 工会工作人员介
绍了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
赠送的专项职工互助保障以及工
会开展的服务职工活动， 并现场
指导外卖小哥扫描微信小程序
“北京工会i会员”二维码，注册会
员信息进行现场入会， 共有18位

小哥加入工会组织。据介绍，本次
活动拉近了工会组织与外卖小哥
的距离， 为广泛吸引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入会发挥积极作用。

天通苑南暖心驿站让快递小哥有归属
从“匆匆过客”变为“自家人”

7家商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抱团”入会
延庆区三个街道同时开展职工沟通见面会

我为职工办实事———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城关街道总工会
开展外卖小哥专场沟通会

八角街道总工会开展“暖蜂”义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