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阳区总工会慰问区卫健委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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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们们守守护护城城市市 我我们们守守护护你你们们
———北京各级工会多措并举关爱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

长夏已至， 高温天气持续。 烈日炎炎下， 广大户外劳动者冒着酷暑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 他们挥汗如雨，
守护着这座城市的运转， 而各级工会组织作为职工的 “娘家”， 也在无时不刻地关爱着他们， 第一时间为他们
送去清凉， 多措并举， 为酷暑下的户外劳动者送去关爱， 维护他们的高温权益， 确保广大户外劳动者安全度
夏。

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的高温作业和高温天
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 北京市总工会于6月初即制定下
发 《关于做好2022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以下
简称 《通知》）， 对开展职工防暑降温工作进行全面部
署， 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充分认识做好职工防暑降温工作
的重要性，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切实把做好高
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户外劳动者劳动保护工作作为工
会服务职工、 维护职工权益的重要内容， 纳入工会工作
的重要议事日程。

连日来， 全市各级工会不断对标对表 《通知 》 要
求， 根据实际情况， 纷纷制定下发 “送清凉” 文件， 聚
焦重点行业、 重点区域中的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岗
位， 重点关注户外劳动者、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和一
线疫情防控人员， 向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
业人员送上清凉物资， 并开展政策宣传、 健康体检、 法
律维权、 健康培训等服务。 全市工会系统还充分运用职
工之家、 暖心驿站、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工会帮扶
（服务） 中心等服务设施， 以网约车司机、 快递员、 外
卖配送员、 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为主要服
务对象， 为高温天气户外作业职工避暑休息提供便利。
同时， 按照国家卫健委下发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人员防暑降温工作指南》 要求， 全市各级工会重点

关注防疫一线人员， 加强高温作业场所和高温天气作业
疫情防控人员的轮换休息， 缩短连续作业时间， 降低劳
动强度、 改善工作环境、 加强高温作业个体防护， 避免
因高温天气造成中暑事件的发生。

为了尽快将“清凉政策”送到职工身边，大兴区各级
工会除了利用工会各种宣传渠道发布高温作业防护政策
之外，还贴近职工，开展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职业健康
知识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普及防暑降温相关法律法规，
帮助职工了解高温危害、 掌握高温危害的防护措施和个
体防护方法，确保职工平安度夏。 延庆区总工会在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群体中开展专题调研普法活动， 发放1000余
份宣传材料，并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等宣传渠道，开展防
暑降温美食、防暑降温知识及救助技能的宣传，组织3000
余人参加“安康有我”线上安全知识竞赛活动。

在将 “清凉政策” 送到职工身边的同时， 全市各级
工会发挥组织机制优势， 全力畅通一线劳动者维权 “绿
色通道”， 展开了多种形式的职工高温权益维护监督工
作。 12351职工服务热线、 北京工会法律援助微信公众
号、 北京工会12351APP、 北京工人APP作为工会服务职
工群众的有效渠道， 成为了维护职工们高温权益的 “前
哨阵地”。 高温权益争议多发的行业与企业， 成为各级
工会关注的重点。

全市各级工会2022年 “送清凉” 工作已开展一月
有余， 在实践层面表现出了向艰苦行业倾斜 、 向抗
疫一线倾斜 、 向民生保障服务劳动者群体倾斜的
特征。

各级工会全力做好重点行业户外劳动者防暑降温
工作。 海淀区总工会将投入80万元慰问资金， 慰问建
筑工地、 市政环卫、 园林绿化、 快递配送等露天高温
岗位8000名一线职工。 石景山区总工会 “送清凉” 活
动重点关注高温天气室外作业的一线职工， 截至目前
已慰问了市政环卫、 园林绿化、 建筑工地等露天高温
一线岗位职工6000余名。 门头沟区总工会将启动 “夏
季送清凉” 慰问活动， 共筹措资金50万余元， 向社区
疫情防控、 环卫、 医护、 公安、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
体等3000余名一线职工送去清凉慰问。 大兴区总工会
初夏即提早做出关爱环卫职工的安排， 指导区环卫中
心工会为职工定制了防暑降温包， 并早早地发放了高
温补贴， 同时， 该中心还调整了夏季工作时间， 安排
职工在高温时间间歇休息， 对35岁以上的职工还缩短
了工作时长。 通州区总工会将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
动， 发放包含沐浴露、 花露水、 药皂等清凉物资在内
的 “清凉包”。 顺义区总工会预计投入近90余万元， 直
接惠及高温一线职工1.6万余人， 同时号召全区各级工
会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 “送清凉” 活动， 确保把 “清
凉” 送到广大普通劳动者身边。 怀柔区总工会将为奋
战在高温一线、 特别是公共服务及苦脏累险艰苦行业
岗位上的一线职工、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 农民工

群体、 互助保障参保职工 “送清凉”， 预计可覆盖职工
1.3万人。 延庆区总工会及时慰问市政养护队、 城管执
法局、 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大队、 邮政快递等17家单
位近千名一线工作者， 努力实现 “送清凉” 工作全覆
盖。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开展 “送清凉” 进工
地慰问活动， 惠及亦庄新城重点施工项目3000余名建
筑工人。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总工会联合北京市鼓楼中医医
院 “京城名医馆”， 开展 “送健康” 免费义诊、 贴三伏
贴活动， 维护职工劳动健康权益。

除了关注重点行业的户外劳动者之外， 各级工会
还特别关注在烈日下坚守抗疫一线的医护职工和志愿
者。 西城区总工会开展了医护人员专项慰问， 为区卫
生健康委送上慰问金58万余元， 用于全区近8000名医
护工作者的慰问活动。 朝阳区特别加大了对防疫一线
职工的关心关爱， 为基层抗疫一线、 城市运转一线、
保供服务一线的职工发放了 “清凉包”、 饮用水、 洗手
液、 消毒湿巾、 雨伞等防暑降温慰问品。 昌平区总工
会在 “送清凉” 活动期间， 共投入资金179万元， 为奋
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慰问。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是保障城市民生的重要力
量， 他们冒着酷暑， 在高温下坚守。 为此， 房山区总
工会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工作特点， 为外
卖员、 配送员、 网约车司机等发放装有湿纸巾、 花露
水、 毛巾等防暑降温物品的 “清凉包”， 方便他们一拿
就走、 一拆就用。

能歇脚、 可乘凉、 随时提供服务， 这个夏天， 各式
各样、 遍布全市街乡的职工暖心驿站在 “送清凉” 工作
中，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送绿荫” 作用。

中午时分， 快递员小刘满头大汗地来到丰顺驾校业
务大厅的暖心驿站，咕噜咕噜地喝了一大杯水，趁着此时
需要派送的包裹较少，他抓紧时间来驿站歇息一下。熟练
地在职工书屋的书架上随手拿了一份报纸， 拉出一把椅
子坐下，在室内空调习习凉风之下，他黝黑的面颊上显现
出疲惫后的放松。这是丰顺驾校根据丰台区总工会要求，
建立了一套免费暖心的服务设施， 让广大户外劳动者感
受到工会组织的关爱。 截至今年6月，丰台区总工会建设
暖心驿站1948家，服务站点涵盖工会服务站、社区、百人
企业、餐饮单位、各类经营门店等，成为了户外劳动者歇
脚的最好去处。

更让户外劳动者惊喜的是， 众多暖心驿站在今夏还
开展了套餐式 “送清凉” 服务。 近日， 平谷区总工会以
职工暖心驿站为依托， 开展了 “五送清凉” 活动， 即面

向基层实际需求， 开展 “工会家访”、 制作职工 “防暑
需求菜单” “线上线下” 开展防暑降温活动、 开展站点
式套餐服务等。 同时，该区总工会在全区建立的127个暖
心驿站休息点放置矿泉水、药品等，并配备一名工会工作
人员对中暑职工进行第一时间的救助帮扶。

同时， 昌平区总工会利用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和职
工暖心驿站服务阵地， 为全区持有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的职工提供 “清凉包” 3000份。 密云区总工会在暖心驿
站开展了 “花式送清凉” 活动， 他们还将助农平台与
“送清凉” 慰问相结合， 采购的相关物资均为密云本地
特色农副产品。 “受疫情影响， 咱密云当地很多农产品
出现滞销现象， 我们采购本地农产品用于慰问， 一方面
助力农民增收， 另一方面也希望医务工作者和干警们吃
着家乡的农产品， 可以感受到乡亲们的深情厚谊。” 密
云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密云区总工会将
开展更多的 “送清凉” 服务， 为户外工作的一线职工送
去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爱。

为进一步提高户外劳动者的防暑降
温意识， 预防热射病、 重度中暑等高温
疾病， 本报记者特地采访了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中医康复中心主任
杨傲然。

杨傲然指出， 炎炎酷暑， 连日高温，
这种高温和阳光直射会对人体造成一定
的伤害， 户外劳动者一定要注意提高防
护意识。 比如， 阳光直射会对皮肤造成
直接伤害， 轻度可出现发红、 灼热感，
严重的晒伤可出现皮肤剧烈疼痛、 红肿，
甚至出现皮肤水疱、 脱屑等。 中暑则是
另一常见夏季疾病， 长时间暴露于高温
环境后， 轻者会出现多汗、 头晕、 恶心、
四肢乏力等症状， 严重的还会发展为重
度中暑即热射病， 在上述表现基础上，
还可能出现意识障碍， 表现为惊厥或昏
迷， 还会伴有重要器官的损害， 严重时
可危及生命。

因此， 提醒户外劳动者一定增强防
暑降温意识。 可以戴上特殊的防护用品
如凉帽、 太阳镜等， 以防止阳光直射；
可以饮用绿豆汤、 莲子薏米水等清热消
暑的饮品； 可以佩戴一个醒神开窍的小
香囊， 预防高温后易出现的头晕、 头昏
等中暑表现； 也可以用一些降温贴贴在
额头， 起到降温退热的作用。

东城区环卫中心为一线环卫职工送清凉

房山区总工会为一线医护职工送去清凉慰问品

中建二局项目工会在工地设立防暑降温站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总工会安排中医为职工义诊

为切实保障高温天气期间广大户外劳动者的身体
健康， 在快递员、 外卖员等高温作业职工集中的企业
中，各级工会正在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 ，直接将清
凉关爱送到职工手上，并随时检查监督，打通了职工们
高温权益保护的“最后一米”，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日前， 申通集团总部发布 《防暑应急指南》， 申通
京津冀大区结合转运中心和基层网点实际情况， 投资
近10万元加强对一线职工的关怀， 为顺义中心的操作
人员采购防暑药物、 清凉贴等物资， 并每天为职工提
供冰镇西瓜、 雪糕， 以及每天5元的高温清凉慰问补
贴， 同时加强高温作业中暑风险情况监控， 保障快递
职工安全度夏。

从 “6·18” 开始， 京东集团就拉开了 “送清凉”

活动的序幕。 集团工会计划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
工会准备5000份 “清凉包”， 赠送给包括配送快递员、
仓储分拣员、 货运司机等在内的一线职工。

7月25日， 美团公司发起了主题为 “同舟守护健康
行” 骑手健康体检车巡游， 今年是该项目举办的第二
年。 北京朝阳区体检车巡游活动由朝阳区 “两新” 工
委 、 朝阳区总工会主办 ， 美团 （北京 ） 党委 、 美团
（北京） 工会承办， 向美团骑手、 邮政、 中通等外卖
员、 快递员开放， 为骑手提供更加便捷、 专业的健康
关怀服务 。 为了让骑手获得更充分的休息 ， 美团
配送还将积极与各地党委、 工会和企业合作， 在城市
增设 “防暑驿站”， 为骑手发放清凉物资， 加强骑手高
温保护。

送政策：悉心关爱让劳动者享“清凉政策”1 送清凉：专项慰问重点关爱户外劳动者2

“送绿荫”：职工暖心驿站送出服务组合套餐3
送服务：打通高温权益保护的“最后一米”4

■健康小贴士■
北京康复医院专家温馨提示：

增强防暑降温意识
提升健康保护能力

北京城建十六公司工会为一线职工送来防暑物资

京城安保集团工会为职工送来清凉小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