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近
日， 天桥街道总工会召开线上
工会委员会扩大会议， 以集中
学习的方式， 系统学习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概括
的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是
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
富， 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的重
大指导意义。 要确保把全会精
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 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 各级工会干部和
广大职工全面掌握全会精神的

丰富内涵与核心要义。
与此同时， 天桥街道总工

会所属各企业工会迅 速 行 动
起来 ，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
贯活动， 在辖区掀起了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热
潮。 天桥街道辖区企业天硕源
公司职工蔡秋生说，全会用“十
个坚持” 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
历史经验， 对新时代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 对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历史进程， 对文化建设
有着深刻的决定性意义。 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将不忘初心，长

期坚持，埋头苦干，奋勇向前，
珍惜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
财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天桥街道总工 会 主 席 韩
志杰表示 ， 要将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全地区的重要政治任务， 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胸怀
“国之大者 ”， 并切实将全会
精 神 学 习成果转化为指导新
时代工会工作发展的重要理论
支持和精神力量支撑。

天桥街道工会干部线上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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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莹） 11月22
日，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与中国船
东协会通过平等协商， 对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船员劳动待遇标
准达成一致意见，正式出台《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船员
劳动待遇标准 》（以下简称 《标
准》）， 这是我国首个通过行业协
商确立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劳动
待遇标准。《标准》 将从明年1月1
日起实施。

据了解，《标准》 根据船上工
作特殊性， 对船员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在船工作涉及到的各方面
特殊情况进行了详细约定， 包括
船舶防疫用品配备， 船员在集中
隔离、 医学观察或境外滞留期间
的工资、相关费用及支付方式，船
员公休期起算， 防疫补贴和疫情

期间伙食补贴等内容， 为确保船
员的工资收入、 休息休假等权益
和在船生活质量提供了依据。疫
情期间，《标准》将作为《中国船员
集体协议（A 类）》附件，是签约船
东必须履行的义务。

除出台《标准》外，中国海员
建设工会与中国船东协会还就中
国船员最低基薪进行协商并达成
一致意见。2022-2023年， 中国船
员最低基薪将在2021年基础上增
长7%。同时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
正式启动关爱船员专项活动，拟
于2022年元旦前完成对100艘船
舶的专项慰问，并帮助100艘船舶
完善船上阅读便利点的建设，从
物质上和精神上鼓励船员积极应
对疫情挑战。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与中国船

东协会自2009年起建立了集体协
商工作机制。多年来，在该机制下
先后出台了中国船员最低工资标
准、最低伙食费标准、船员伤病亡
处理行业标准等海上劳动标准，
得到了全行业的高度认可和广泛
应用， 在履行 《2006年海事劳工
公约》、 维护船员合法权益、 推
动航运业健康稳定发展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50座大客车变身 “体检大
巴”， 开进快递点为小哥送服务。
近日 ， 石景山区总工会因地施
策， 将体检服务送到老山西里、
古城汽车园、 双峪路顺丰等快递
点。 记者昨天在双峪路顺丰快递
点看到， 当天共有170名快递小
哥享受到了工会提供的 “送检上
门” 服务。

在近期组织快递小哥免费
体检时 ， 石景山区总工会的工
作人员了解到， 一些快递公司办
公用房少， 不具备上门体检的条
件。在与北京康复医院协调后，在
用车紧张的情况下， 医院提供出
一辆体检车, 区总工会决定再租
用一辆公交车，拆除前部座椅，将
大客车变身成“体检大巴”。

清晨5点半， 两辆体检车首
先来到老山西里， 为此处3个公
司的快递小哥进行体检。 快递小
哥们积极性很高， 天不亮便陆续
前来， 接过橘色的体检单， 有序
登上体检车抽血。 8点左右， 结
束老山西里的体检任务后， 体检
小组迅速赶到古城汽车园内的京
东快递点， 此地的快递小哥们已
经列好3队， 提前等候着医护人
员。 这里的物业公司还专门腾出
办公室， 供体检使用。 值得一提
的是， 当天完成体检的人员得到
来自北京康复医院和石景山区总

工会提供的爱心早餐， 接过早餐
时， 快递小哥的脸上都露出了灿
烂的笑容。

“我今年43岁了， 孩子上大
二， 对于我们这个年龄， 体检太
重要了， 我要保证身体健康， 为
孩子多挣点钱呢！” 现场， 一位
快递小哥由衷地说道。

据悉， 为进一步做好快递小
哥的体检工作， 石景山区总工会
多次召开快递人员座谈会和街道
总工会工作人员会议， 想方设法
统筹协调， 使体检参与率大幅提
升。 目前， 已累计为500余名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进行体检。

石景山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送检上门” 是好事， 受
到各快递点的欢迎， 快递小哥的
获得感、 幸福感明显提升。 好事
做好并不容易， 区总工会倾注了
不少心血， 前期， 区总工会先是
通过相关街道总工会， 联络辖区
内各个快递点负责人， 按照就近
原则， 确定送检地点， 再由几个
街道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联合行
动， 形成合力， 维护好体检现场
秩序， 同时， 区总工会积极解决
难点问题， 免除了医院和工作人
员的后顾之忧。

本月， 石景山区总工会还将
开展多次 “送检上门” 服务。

石景山区总工会供图

顺义区总工会在全区广大职工和工会系统掀起学习热潮

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贯穿工会工作全过程

【开栏的话】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在全市各

级工会和广大职工中掀起了学习会议精神的热潮。 本报从即日起开辟专栏， 及时报
道各级工会组织和职工群众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动态， 进一步推
动首都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开
展主题鲜明的专题学习， 加大
宣传力度， 用全会精神指导工
会工作实践。连日来，顺义区总
工会精心组织、统筹安排，通过
多种形式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把全
区广大职工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全会的决策部署上来。

在落实疫情防控工作任务
的同时, 顺义区总工会以部门
为单位，以广播电视、新媒体等
为载体， 通过集中学习和自学
的方式， 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
部收听收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新闻发布会， 学习十九届六
中全会公报。 党员干部纷纷表
示， 将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 紧密结合顺义区
工会工作实际， 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贯
彻到工会工作中， 团结引领广
大职工群众发挥主力军作用，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不懈奋斗。

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在全
区广大职工和工会系统掀起学
习热潮。区总工会充分利用“顺
义工会” 微信公众号和LED屏
等宣传阵地， 大力宣传全会精
神。采取“顺义工会”微信公众
号及时推送全会信息 、LED屏
滚动播放全会内容等多种方
式， 把全会精神讲清楚、 讲明
白、讲透彻，引导全区广大职工
深入学习全会精神， 迅速掀起
学习热潮。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们第一时间要求全
区各级工会组织广大职工认真
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并通过‘顺义工会’公众
号推送职工结合本职工作谈学
习全会精神感想， 让全会精神
走进职工， 引导职工立足岗位
建功立业， 争做新时代的奋斗
者。”

此外， 着重结合工会工作

实际深入学习， 将全会精神落
到实处。 区总工会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 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贯穿到工会工作的全过
程。“我们深入宣传宣讲全会精
神，聚焦职工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 引导激励广大工会干部
奋发作为，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提升服务意识、创新
意识， 不断增强职工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区总工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顺义区总工会将
持之以恒做实做强“中国梦·劳
动美” 主题宣传教育等工会工
作品牌；注重典型引领，培养选
树一线职工身边看得见、 摸得
着、学得上的先进典型；持续推
进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
教育，扎实开展“我为职工办实
事”实践活动，以推动解决职工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

疫情期间船员劳动待遇标准正式出台

中国船员最低基薪增长7%

石景山区总工会为快递小哥“送检上门”

体检大巴车开进快递点

我为职工办实事———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本报记者 张晶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赶
紧通知还在线上的人员， 下线回
来领体检报告， 还可以现场向专
家咨询。” 美团外卖延庆站的负
责人一边吩咐职工， 一边热情地
将区总工会和体检中心工作人员
迎进办公楼。 近日， 延庆区总工
会联合区医院体检中心， 带着专
家、 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 现场
服务外卖小哥。

当70份健康体检报告一一送
到美团、饿了么外卖小哥手中时，
外卖小哥开心地露出了笑容，“能
在接单送单的间隙， 享受上门健
康指导，有种家人般的温暖，让奔
波在外的疲惫感顿时减轻了好
多。 ”一名外卖小哥表示。

现场， 体验中心医护人员再
次为他们测血糖、 量血压， 帮助

他们分析体检结果， 并就体检中
存在问题进行答疑解惑。 同时，
活动现场还引导外卖小哥参与
“冬奥有我———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为建设最美冬奥城助力加油”
活动 ， 引导他们不抢红灯不越
线， 手拉手参与文明创建， 心连
心共建幸福家园， 为建设最美冬
奥城贡献一份力量。

据延庆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长时间的饮食不规律、 熬
夜导致小哥们普遍存在超重、 血
压偏高、 脂肪肝、 血糖偏高等问
题， 此次体检能让他们了解自身
的健康状况， 并根据健康体检报
告建议及时纠正调整。 接下来，
区总工会还将继续联合体检中
心 ，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
“一对一” 暖心服务。

延庆区总工会为外卖小哥上门“送健康”
一对一解答体检中的问题 现场开展健康指导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