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1月17日，怀柔区总工会
相关领导来到3个区级疫苗接种
点， 看望慰问奋战在疫苗接种一
线的医务工作者和服务保障工作
人员，为他们送上“温暖包”。

在各疫苗接种点， 慰问组与
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了解候诊区、
登记区、接种区、留观区等运行情
况， 并为疫苗接种工作人员战严

寒、加班加点奋战在核酸检测、调
查排查、隔离救治、疫苗接种、病
毒消杀、 防疫宣传等疫情防控第
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为怀柔区筑牢“疫情防控防火墙”
作出的贡献致以敬意。随后，区总
工会慰问团为各疫苗接种点送去
了牛奶、方便面、水果等慰问品，
并叮嘱大家要做好自身科学防
护，注意防寒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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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王莹莹） 记者近日从首农食品集
团获悉，今年，该集团工会将设置
留京过年职工专项慰问金， 按照
每人100元的标准进行经费补助。
基层工会将按照不低于集团工会
的标准配比资金， 对留京过年职
工开展慰问走访活动。同时，积极
维护职工权益， 鼓励各企业以岗
留工、以薪留工。

据悉，此前，首农食品集团工
会根据上级相关会议精神迅速行
动， 调研了集团系统留京过年职
工的分布、数量、需求。目前，各单
位上报留京职工9559人， 其中包
括冬奥会服务保障人员960人。

首农食品集团工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集团各级工会加强
宣传动员，鼓励职工留京过年，工
会领导干部带头留在工作地过

年。 集团工会将设置留京职工专
项慰问金， 根据各单位上报的留
京职工人数， 按照100元/人的标
准进行经费补助。 各级工会将专
款专用， 按照不低于集团工会的
标准酌情配比资金， 购买节日慰
问品， 同时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
“送温暖”活动，慰问坚守岗位的
职工、关爱留守过节的职工。对于
留京过年的劳务派遣工等， 集团
各级工会也将协助掌握各用工主
体的管理和服务措施的落实情
况，确保留京职工安心过年。对于
京外职工， 各属地工会将根据实
际情况，制定慰问方案。

首农食品集团工会还将充分
发挥工会组织维权职能， 督促相
关部门， 对于春节期间就地过年
职工，坚持工作的，企业在坚决守
住职业安全底线的前提下， 鼓励

订单较多、生产任务较重的企业、
需要不间断工作岗位， 制定职工
春节错峰放假、弹性休假、薪酬标
准等计划，以岗留工、以薪留工，
在足额支付加班工资的基础上，
提供相应生产生活条件。

“各级工会将充分发挥 ‘娘
家人’作用，协助各单位行政主管
部门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等形
式， 改善就地过年职工的住宿条
件、就餐条件、生产生活条件。合
理开放职工之家， 按照疫情防控
要求，安排文体活动，并通过线上
云祝福等方式， 协助就地过年职
工向远在家乡的家人们送上祝
福， 让职工在居住地过一个舒心
年。对确需返乡过年的职工，我们
也要协助企业做好错峰放假，尽
量减少出行压力， 降低疫情防控
风险。”该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延庆区总工会组织机关全体干
部、 基层工会专职社工及50余家
企业200余名工会干部学习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据了解，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会法》 于2022年1月1日
起施行。培训会上，参与《工会法》

修法工作的全国总工会法律部相
关领导通过网络平台以直播形式
介绍和解读《工会法》内容。延庆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
学习加深了工会工作者对 《工会
法》的理解，对今后在工作中合理
合法运用《工会法》开展工会工作
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 18
日， 丰台区总工会启动 “在京过
大年、 一起向未来” 两节送温暖
活动。 预计投入约140万元， 为
一线及困难职工群体进行常态化
慰问。

据悉， 丰台区总工会今年的
慰问继续以 “常态” “专项” 相
结合的形式开展， 充分发挥 “娘
家人” 的作用， 做到心系职工、
情暖职工、 凝聚职工。 按照向节
日期间坚守一线、 户外、 重点岗
位的职工倾斜的慰问原则， 预计
投入约140万元， 为环卫、 公安、
疾控、 应急管理、 创卫突击队、

蓝天保卫队等62个单位的一线及
困难职工群体进行常态化慰问；
持续开展 “我为职工办实事” 主
题实践活动， 号召外来务工人员
积极响应党和政府 “就地过年”
倡议， 预计投入约30万元采购专
项物资， 对27个街镇总工会和园
区工会等服务站、 职工暖心驿站
进行配发， 以保障留京务工人员
及重点岗位的职工能及时得到暖
心服务。

慰问中， 丰台区总工会领导
一行提前向职工送上新春祝福并
嘱咐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和
出行安全。 职工表示， 会继续发

扬一线职工优秀品质 ， 立足本
职， 爱岗敬业， 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 更加充沛的精力， 全力以赴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为营造平安
祥和的节日氛围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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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区200余名工会干部学习《工会法》

北京地铁运四分公司职工之家覆盖所有基层单位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我们的职工之家覆盖了所有基
层单位， 使职工随时能够享受到
工会便利和温馨的服务。” 北京
地铁公司运营四分公司机关分工
会主席李松介绍。 据了解， 在该
公司职工之家的建设过程中， 职
工人人都可参与， 能够畅所欲言
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 让
“家” 中有自己喜欢的元素。

2009年， 随着北京地铁运营
四分公司的成立， 工会组织同步
组建 ， 职工之家也随即投入使

用。 走进该公司职工之家， 三间
向阳的屋子里暖意融融 。 一共
200多平方米的面积里， 科学地
按功能分区， 分为职工书屋、 棋
牌区域 、 运动健身区 、 球类区
域， 墙上还挂有职工的书画和摄
影作品， 让所有的职工在这里都
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服务。

跑步机上的挥汗如雨， 乒乓
球桌上的你来我往……午休时，
职工们纷纷走进健身房挥洒汗
水，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作为
一名乒乓球爱好者， 以前要跑很

远到体育馆打球， 还常常预约不
到球桌， 现在工作之余就能就地
过把球瘾，真的太幸福了。 ”马泉
营站区职工鲍羽洁非常喜欢打乒
乓球，每天半个多小时的运动，也
让她的球技增长不少。

职工之家绝对不是一间房
子、 几把椅子、 几本书、 几条管
理制度那么简单， 关键是要让这
个家充满 “人情味”， 真正散发
出 “家” 的温馨、 温情、 温暖。
目前 ， 运四公司有职工 2000余
人， 如此庞大的队伍， 建设职工

之家时 ， 如何让大家都满意 ？
“我们在建家的过程中， 广泛征
求了职工的意见， 合理的诉求都
被采纳了。” 李松介绍， “目前，
公司有10个职工小家， 22个暖心
驿站， 每个职工小家都有自己的
特色。”

例如， 在关庄站区的职工小
家里， 根据职工的想法设计了相
片墙， 墙上挂着职工和自己宝宝
的合影照片。 “每天休息时都过
来看看， 幸福感满满。” 关庄站
区职工王志鹏说， “而且还能跟

有宝宝的职工交流， 也增进了大
家的感情。”

目前， 该公司职工中35岁以
下占75%左右。 有的“小家”根据
职工意见配备了小型KTV、 体感
游戏机等娱乐设施， 让职工在紧
张的工作之余，能够尽情地放松。

据了解， 运四公司职工还可
以通过 “我想说 ” 邮箱和 “运
四” 热线提意见、 反映问题， 该
公司工会会根据反馈进行调整改
善， 为职工提供一个温馨、 舒适
的职工之家。

首农集团工会设置留京过年职工专项慰问金

■走进北京市模范职工之家

把职工的“关键小事”当成工会的“头等大事”

写写春春联联
送送祝祝福福

“勤劳门第生财气 祥和岁月
映春色”“迎喜迎春迎富贵 接财
接福接平安”……近日，普田物流
怀柔分公司工会组织职工开展
“迎新春、贴春联、送祝福”主题活
动。 活动中，书法老师挥毫泼墨，
工会工作人员将一副副写着祝福
的春联送到职工手中。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张顺俭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天桥街道总工会在工会服务站召
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对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持续深
入的再学习。

天桥街道总工会主席韩志杰
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
学习辅导百问》《人民日报》 等作
为学习资料， 带领工会干部学习
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有
关内容。韩志杰表示，《决议》是对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回顾。 作为
工会工作者， 更要深刻领会全会
精神，深耕细作、砥砺前行，团结
带领广大职工充分发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天桥街道工会服务站工作人
员表示， 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学
深、 悟透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切实用以指导实际工作，努力
推动工会工作再创佳绩。

怀柔区总工会看望疫苗接种点工作人员

鼓励各企业以岗留工、以薪留工 将惠及9000余在京过年职工

投入约140万元 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户外和重点岗位职工倾斜

北北航航教教师师翩翩翩翩起起舞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雅师苑芭蕾舞班近日举行结业式， 从零基础

入门的教职工已能完整跳出一首曲目。据了解，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
会开办的博雅师苑业余课堂2021年共举办插花、 合唱、 舞蹈等38个班
次，吸引全校1000余人次参与。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张芳 摄影报道

天桥街道工会干部学习全会精神鼓干劲

丰台区总工会“两节”慰问一线及困难职工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