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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总工会建设“暖心驿站”工作纪实

用“紧箍咒”大力推动

为了推动 “暖心驿站” 建设， 东城
区总工会多次召开主席专题会、 主席办
公会、 党组会专门研究， 大力推动 “暖
心驿站” 的建设工作。

每月， 主席办公会专题听取驿站建
设工作进度， 修改完善对驿站建设的支
持办法， 并对新建的 “暖心驿站” 给予
1000元的资金支持。 同时将驿站的建设
工作纳入区总工会全年工作安排和落实
党建主体责任综合考核评价内容， 共考
核17个街道和中关村科技园区东城园工
委， 重点考核对 “暖心驿站” 建设的重
视、 支持、 建设情况。

用“放大镜”深入调研

在大力推进 “暖心驿站” 建设的同
时， 东城区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定期下
基层调研， 听取建会、 建家、 “暖心驿
站” 建设等重点工作。 他们 “一竿子”
插到底， 先后到街道和非公企业专题调
研 “暖心驿站” 建设和作用发挥情况，
及时掌握非公企业职工和工会干部的详
细情况、 具体需求， 问计于基层、 问需
于职工， 并结合不同企业的实际和职工
需求进行指导。

“‘暖心驿站’ 的建设不仅是资金
到位就能建立的， 中间涉及选址、 人员
配备、 设施配备、 满足职工需求等众多
环节， 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 我们
深入基层摸底， 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以及
职工的具体需求。”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说。

东四街道总工会在推进 “暖心驿
站” 建设中， 对每个 “暖心驿站” 都进
行意见征集 ， 鼓励企业因地制宜开展
“暖心驿站” 建设， 并结合广大职工的
需求 ， 统一购买血压计 、 微波炉 、 冰
箱 、 电视机 、 擦鞋机 、 消毒柜 、 工具
箱、 打气筒等， 配发给职工之家和 “暖
心驿站”。 同时， 每年拨一次支持经费，
作为职工之家和 “暖心驿站” 维护的专
项资金。

为提高驿站的便捷性和企业职工享
受服务的覆盖率， 崇外街道总工会定制
了移动式 “暖心e站” 智能柜， 在辖区
商务楼宇投放了20个点位， 供工会会员
免费使用。 工会会员可凭街道的党心e
家卡或微信小程序开启智能柜， 自取可
应急的急救包 、 针线包 、 雨衣 、 口罩
等。

前门街道总工会结合职工需求， 为
“暖心驿站 ” 配备了台式冷热饮水机 ，
定期根据物资使用情况配发桶装水、 纸
杯和茶叶， 为保洁人员和户外劳动者提
供热水和临时休息场所。

用“绣花针”总结跟进

实践中， 东城区总工会注重鼓励并
指导基层工会因地制宜、 因企制宜开展
“暖心驿站” 建设。 对基层工会遇到的
实际问题和取得的好经验及时总结， 先
后在龙潭街道 “漪家园”、 交道口街道
“暖空间”、 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北京商鲲控股教育集团、 北京
京港地铁有限公司、 恒信东方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等街道和企业组织召开多次职

工之家和 “暖心驿站” 成果展示会， 交
流经验、 解决问题、 推进工作。

东花市街道总工会充分考虑服务户
外劳动者的便利性 ，选择临街的不同
点位，先后为每个“暖心驿站”悬挂统一
标识，以方便户外劳动者“找得到、用得
上”。 根据实际情况，“暖心驿站”内配备
了热水器 、饮水机 、暖水瓶 、微波炉 、座
椅、免费茶叶及纸杯等，供户外劳动者小
憩、饮水和热饭。 此外，“暖心驿站”原定
开放时间是早9点至下午5点30分， 依托
餐饮企业建立的“暖心驿站”，开放时间
延伸到晚10点，节假日均开放使用。

“‘暖心驿站’ 的建立旨在充分发
挥辖区内外资源共享， 为户外劳动者提
供缓解压力、 提升能力和改善生活等精
细化服务， 助力户外劳动者的物质生活
和精神生活共同提升。” 区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说。

用“手术刀”改进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为全面了解
全区 “暖心驿站 ” 的服务情况 ， 促进
“暖心驿站” 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和创新
发展， 更好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工
会组织的作用， 区总工会班子成员先后
到17个街道总工会和中关村东城园、 区
卫健委、 区教委、 区公安分局、 区税务
局、 区环卫中心等单位进行调研。 通过
调研的结果及对 “暖心驿站” 建设和发
挥作用情况的了解， 及时找出 “暖心驿
站”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迅速提出对驿
站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 提交主席办公
会、 党组会进行专题研讨， 并落实到具
体工作中。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
新冠肺炎疫情处于常态化防控， “暖心
驿站” 均有专门管理人员， 并有健全完
善的管理制度， 可以随时为环卫工人、
出租车司机、 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开放
使用， 给他们一个安全、 温馨的 “家”。

用“大喇叭”扩大影响

为扩大 “暖心驿站” 影响力， 东城
区总工会借助 《工人日报 》 《劳动午
报》 《新东城工会报》 等媒体的力量，
全年不断线地对 “暖心驿站” 建设工作
中有特色、 见成效的基层工会进行专题
报道和专版宣传， 以促进全区各街道和
各单位学习借鉴 ， 不断扩大工会影响
力。 建国门街道总工会、 朝阳门街道总
工会、 东四街道总工会、 崇外街道总工
会等还将辖区内 “暖心驿站” 的地址打
印出来， 发放给物业保安、 保洁人员和
经常路过的快递小哥， 方便他们知道就
近 “暖心驿站” 的地点， 及时得到休息
和补给。

“以前累了只能找店铺的屋檐下、
过道站会儿， 每到逢年过节， 看着街上
来来往往的行人， 就会下意识地想家，
心里怪不是滋味。 现在， 从工会那里知
道了 ‘暖心驿站’， 我只要工作有间隙，
就会来坐坐 ， 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
‘家’。 早上， 带着早饭进来用微波炉热
一热 ； 中午 ， 沏壶茶吹着空调打个盹
儿； 快下班的时候， 给快没电的手机充
充电。 ‘暖心驿站’ 真的很贴心， 让我
们这些户外劳动者觉得十分温暖。” 环
卫工人张师傅颇有感触地说道。

用“新蓝图” 引领发展

在开展 “暖心驿站” 建设中， 东城
区总工会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 结合市总工会对 “暖心驿站” 建设
工作的要求 、 基层工会的呼声和建
议及东城区的实际情况 ， 提出了 “暖
心驿站” 建设3年规划具体要求： 要切
实将党和政府的温暖， 通过工会组织传
递到职工的心坎上； 把 “让我建” 变为
“我要建”、 把 “要我服务” 变为 “我要
服务”， 持续增强广大职工幸福感； 在
全区继续推广不同类型单位 “暖心驿
站” 建设的好经验、 好做法， 起到典型
引领和示范带动的目的； 各基层工会通
过微信群、 公众号、 内部网站、 宣传栏
等渠道大力宣传 “暖心驿站”， 使更多
的户外劳动者都知道 “暖心驿站” 的职
能作用， 切实把 “建站就是建工会” 的
理念贯穿到每一个工会人的头脑中， 形
成 “党政工同唱一台戏 ” ， 创造建设
“暖心驿站” 的良好工作氛围。

“‘暖心驿站’ 建设的3年规划， 进
一步明确了 ‘暖心驿站’ 建设的目标任
务， 切实将各级工会干部服务户外劳动
者的意识、 工作主动性调动起来。” 区
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

未来， 区总工会将进一步用好 “互
联网+工会 ” 模式 ， 借助市总12351平
台， 实现 “暖心驿站” 线上地图定位导
航功能， 将东城区所有对外服务的暖心
驿站地址、 名称、 服务设施、 联系人、
联系方式等发布出来， 最终实现职工拿
着手机就可以知道最近 “暖心驿站” 的
位置。 此外， 区总工会还将定期对 “暖
心驿站” 进行抽查， 对于作用发挥突出
的 ， 适时组织其他单位去参观交流学
习， 并定期给予资金支持， 确保 “暖心
驿站” 长期有效发挥作用。

未来， 东城区总工会将秉承 “崇文
争先” 的理念， 紧紧围绕 “五个东城”
建设 ， 以职工需求为动力 ， 打 “组合
拳”、 建精品店、 造温馨屋， 写好 “暖
心驿站” 这篇大文章， 真正使 “暖心驿
站” 一直在工会会员身边， 让他们身暖
心更暖。

寒潮来袭， 连日的低温让环卫工人、 外卖小哥、 快递小哥、
出租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变得艰苦。 然而， 这
个冬天， 东城区总工会建设的户外劳动者 “暖心驿站” 却给他们
带来了温暖。 “冬有暖、 夏有凉、 渴有水、 伤有药， 工会 ‘暖心
驿站’ 是我们大伙的家， 为我们提供了遮风挡雨的地方， 真的很
暖心。” 刚刚送完快递的快递小哥来到 “暖心驿站”， 端起热腾腾
的水杯， 特别开心。

近年来， 东城区总工会为有效解决户外劳动者的饮水、 食品
加热、 避暑、 取暖、 就近如厕、 短暂休息等问题， 高度重视 “暖
心驿站” 的建设， 积极探索服务职工新途径， 多措并举， 多方参
与， 多点发力， 把这项工作作为夯实基层基础的工作来抓。 截至
目前， 全区已建成暖心驿站136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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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外街道“暖心驿站”为职工服务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到 “暖心驿站”
了解服务内容

环卫工人到交道口街道“暖空间”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