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举办 “关爱会
员免费领葱”活动，为职工准备了
1200份章丘大葱。

据悉，“关爱会员免费领葱”
活动是陶然亭街道总工会的 “保
留节目”，已成功举办多年。曾参
与往届活动的职工对领到的大葱
赞不绝口，表示：“大葱品质真好，
又是生活所需， 希望以后多组织
类似的活动。”为了让更多的职工
享受到工会福利， 今年陶然亭街

道总工会再次组织免费领葱活
动。 活动受到了职工们的欢迎，
1200份大葱很快被预订一空。

本次活动采用 “线上预订+
快递邮寄” 方式完成， 职工通过
12351职工服务平台预订成功后，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通过快递将大
葱寄送至职工预先填写的地址。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该街道总
工会还将以职工需求为导向开展
精准服务， 让职工们实实在在地
感受到来自工会组织的温暖。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千余份章丘大葱送职工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延庆
区总工会注重工作联动， 积极
推动快递员、 外卖员等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 截
至目前， 延庆区有345名快递
员、143名网约送餐员、315名房
产中介员、986名保安员、119名
商场信息员 、304名护工护理
员、540名网约车司机 、14名货
车司机、4名家政服务员， 共计
2770名职工申请加入了工会。

据了解 ，在建会过程中 ，
延庆区总工会深化 “党建引
领、 党建带动工建、 工建服务

党建 、 党工共建 ” 的工作机
制 ， 搭建工作联动 、 阵地联
建、 资源联享的工作平台。 与
区委组织部 、 住建委 、 卫健
委 、 商务局 、 公安局 、 交通
局 、 网信办 、 邮政局建立联
系， 共同研究推进快递员、 网
约送餐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入会、 企业建会工作。

延庆区总工会以 “双沟
通” 工作为载体， 截至目前共
召开职工沟通会128场 ， 企业
沟通会10场 ， 入企业 、 入社
区、 入快递小站， 联合北京银

行实地为职工现场办理工会会
员互助服务卡2222张， 受到企
业和职工点赞。 推出职工医疗
互助保障、 户外劳动者免费体
检、 困难职工精准帮扶等多项
实事， 用实际行动展现 “工会
温度”。

延庆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区总工会还聚焦服务保
障冬奥会， 引领企业、 职工发
挥共建共治作用 ， 指导 “两
新” 组织工会充分发挥作用，
做好联系、 关心、 服务职工工
作， 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延庆277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了“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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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客一第五车队有支抗疫“突击队”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近
日，海淀区苏家坨镇总工会一
行， 来到柳林村圆通速 递 站
点 ， 慰问奋战快递高峰期的
快递小哥和分拣员， 并为他们
送上量身定制的 “温暖大礼
包”。

保温杯 、 医用口罩 、 手
套、 保暖护膝、 急救包、 一次
性雨衣…… “温暖大礼包” 里
的礼品功能齐全， 苏家坨镇总
工会在为快递员和分拣员送上
大礼包的同时， 表达了对他们
更好地融入地区经济建设、 参
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愿望。

镇总工会工作人员向站点
负责人详细询问了快递配送、
消杀等工作情况， 嘱托快递小
哥在严寒天气里要注意防寒保
暖， 注意交通安全等。 与此同
时， 工作人员还向站点负责人
介绍了北京市总工会面向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开展的重大
疾病、 意外伤害、 子女意外、
因病身故、 家财损失三年行动
计划工作。 随后， 工会服务站
的工作人员慰问了辖区内三个
快递驿站。

据了解， 苏家坨镇总工会
将定期开展专场沟通会， 不断

完善服务保障、 维护职工权益
工作， 进一步提升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苏家坨镇总工会定制“温暖礼包”送快递小哥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目前正
值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连日来，北
京公交客一分公司第五车队党员
干部职工， 自发组成抗疫 “突击
队”，阻击病毒进入场站和车厢。

“您好， 师傅。 出场站前，
咱们先消下毒。” 从每天的第一
班车发出前开始， 车队的职工志
愿者们便开始了二次消毒工作。
郑帅就是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
带领大家分早晚班对车辆进行二
次消杀。 与他一起的， 还有利用
工余时间参加服务的一线驾驶员
们。

位于天通北苑的公交车总站
内共有620路等12条公交线路，许
多条线路大部分途经天通苑、回
龙观地区，根据客流量大的特点，
车队的劳模先进在每次运营任务
完成后，主动进行二次消毒工作。
郑帅作为车队的一名青年职工，
看着师傅们辛苦付出， 便向车队
“请战”， 带领青年职工志愿者统
一为车辆进行再次消杀。

“咱们这个可以算是青年突
击队了吧。”乘务员曹亚洪是第一
位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的， 她从

家里拿来了一次性手套、 酒精等
物品，和郑帅等5位职工一起为车
辆进行二次消杀。 许多一线驾驶
员看到此情况后，纷纷向车队“请
战”， 这个突击队也从5位职工慢
慢扩大了起来。

目前，“突击队” 大部分成员
都由一线驾驶员组成， 他们表示
自己最了解乘客在车上的情况，
消杀工作也会做得更彻底。“天通
苑地区人口多， 我都会注意大家
在车厢内的位置。”曹亚洪告诉记
者，老年乘客会选择专用座椅，通
勤乘客会提前站到下车门处，学
生们有的习惯靠在车厢内壁上。
这些不经意的小习惯， 曹亚洪看
在眼里， 总结后回到场站和突击
队的成员们分享。“那咱们就三个
人一组，分别负责扶手杠、特殊座
椅和车门的位置。” 郑帅安排好
后， 与同事们将每一部进站车进
行整体喷洒消毒后， 再用抹布擦
拭卫生死角的位置。

这个由一线公交职工自发组
成的“突击队”，每天穿梭在场站
和车辆之间， 串联起疫情防控和
保乘客平安出行的防护线。

市职工互助保障服务中心“主动向前一步”服务困难职工和劳模

本报讯 （记者 杨琳琳）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服务
中心了解到， 为维护困难职工互
助保障权益，切实为劳模办实事、
解难题， 该中心针对北京市总工
会在档困难职工、 在册劳模分别
赠送 “在职职工综合互助保障”。
截至目前， 已完成困难职工专项
投保343人，赔付17人次，给付互
助金 7.16万元 ； 劳模专项投保
13487人，赔付12人次 ，给付互助
金16.58万元。

据了解， 2021年， 为贯彻落
实市总工会 “维权服务主动向前
一步” 的工作要求， 积极履行职
工互助保障帮扶救助职责， 该中
心推出日常互助互济救助慰问活
动， 困难职工、 劳模两个专项保
障项目。

其中， 日常互助互济救助慰
问活动分为救助类、 慰问类和爱
心慰问类， 按照救助标准不高于
赔付标准、 慰问标准不高于救助
标准、 同一事件只能享受一次救

助或慰问的原则， 对参加会费型
互助保障活动且在保障期内的工
会会员及其家属（配偶或子女）进
行互助互济救助慰问。 该项会员
服务活动自年初全面推出以来，
累计受助职工39人， 给付慰问金
81万元， 有效缓解了职工及其家
庭因患重大疾病、 遭受意外伤害
等原因造成的家庭生活困难。

针对北京市总工会 在 档 困
难职工 、在册劳模 ，市职工互助
保障服务中心分别赠送 “在职职

工综合互助保障 ”。 该中心专门
制定了《困难职工帮扶工作管理
办法》和《困难职工帮扶工作实施
细则 》， 将市总工会在档困难
职 工 和 因患病或遭受意外伤害
产生大额医疗费用， 或长期需要
康复治疗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临
时困难职工 ，全部纳入互助保
障帮扶范畴，搭建困难职工动态
监测平台 ， 推进困难职工帮扶
工作常态化， 形成长效帮扶工作
机制。此外，该中心还为困难职工

开展“二次报销”825人次，发放互
助金20.64万元；为全市劳模开展
“二次报销”4495人次， 发放互助
金58.37万元。

据该中心负责人介绍， 下一
步， 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服务中
心将继续践行 “我为职工办实
事”，做到“服务职工主动向前一
步”， 发挥好互助保障服务基层、
服务职工、扶危解困、凝聚人心的
积极作用，切实解决职工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我为职工办实事———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近日，西城区月坛小哥服
务驿站正式挂牌成立 。 寒冬
里，驿站为奔波的快递小哥们
推出工作简餐，让他们只要十
元钱就可以吃上热腾腾的饭
菜。 驿站还准备了防寒背心、
热水、咖啡、口罩等，帮助快递
小哥解决临时、突发状况。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月月坛坛小小哥哥服服务务驿驿站站
挂挂牌牌成成立立

有一种温暖，叫工会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