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连日
来，气温节节攀升，持续的高温
对于奋斗在首都供水保障一线
的职工是一种严峻的“烤”验。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工会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 结合高峰供
水保障及安全度汛等重点任务
及时部署应对措施， 把落实防
暑降温工作作为促进劳动生产
安全的头等大事来抓。

据了解， 市自来水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刘锁祥，总经理
徐锦华等领导分别深入第九水
厂、 禹通公司等基层单位开展

调研、慰问。各基层单位也积极
统筹用好各方资源，多举措、多
方面开展防暑降温工作， 为一
线职工发放防暑降温慰问品。
同时，结合“安全生产月”“安康
杯”竞赛等活动，加强职工安全
专项宣传教育， 通过发放防暑
知识资料、制作宣传视频、举办
线上讲座、 开展应急演练等形
式普及应急避险常识和紧急救
护技能， 不断增强广大职工群
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
能力。

市自来水集团工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送清凉” 活动是践
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举
措， 是持续巩固和深化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的具体体现， 不仅
体现了集团对广大职工的关心
关爱， 同时也是集团切实保障
一线职工安全、平安、健康度夏
的关怀之举。职工纷纷表示，要
继续发扬吃苦耐劳、 无私奉献
的京水人精神， 努力克服高温
困难，坚持“两个确保”防控目
标，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投
身到确保首都供水安全保障工
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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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来水集团工会“夏送清凉”助力安全生产

德胜街道总工会4250份防暑用品送职工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

员 于兰） 正值夏季高温天气，
西城区德胜街道总工会 “夏季
送清凉活动” 持续进行中。近
日，4250份清凉包、果汁机水杯
通过快递的方式陆续送到了地
区各基层单位职工手中。

据悉， 为了确保广大职工
的生产安全和身体健康， 该街
道总工会投入专项资金购置了
清凉包和果汁机水杯，采取“两
步走”的方式进行慰问。第一步
是“线上”方式，地区企业职工

可通过北京工会12351APP，预
定包含洗发液、沐浴液、牙膏、
花露水、 清凉油等在内的清凉
包或果汁机水杯。预定成功后，
德胜街道总工会将通过快递的
方式将活动物品寄送给市内职
工。第二步是线下方式，德胜街
道总工会准备了750份清凉包，
慰问社区工作者及参与防疫的
工作人员等， 感谢他们在防控
一线的辛勤付出， 鼓励他们以
更加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工作
中。

德胜街道工委副书记 、工
会主席张淼表示，今年工会“送
清凉”活动力度不减，从资金投
入到购置数量都与去年持平。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职工们
预定物品成功后， 通过快递的
方式寄送给职工， 且职工无需
承担快递费用， 不仅减少人员
聚集， 还让职工们享受到工会
的关爱。今后，街道总工会还将
继续把关心职工各项举措落到
实处， 为地区企业和职工做好
服务工作。

密云区总工会召开劳模先进表彰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近
日， 密云区总工会召开劳模先进
座谈会， 邀请10余名劳模先进代
表和部分基层工会主席， 共话劳
模精神 ， 探讨以劳模先进为引
领， 带动全区广大职工群众为密
云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据了解， 为进一步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 、 劳动精神 、 工匠精
神， 倡导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 密云区总工会连续
多年开展劳模座谈会， 在表彰先
进的同时， 通过互动座谈的方式
分享劳模故事。

活动现场， 密云区总工会对
2021年和2022年全国及首都劳动
奖章、 奖状获得者进行表彰。 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 密 云
区园林绿化局蜂业管理站站长
罗其花，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密云区太师屯镇中心小学教师刁
荣春， 以及首都劳动奖状代表密
云蓝天救援队， 北京市工人先锋
号代表密云区医院感染 疾 病 科
等13个先进个人和集体代表发
言。

“劳模先进们分享的故事让
我非常感动， 他们在各自工作岗
位上积极奉献， 努力创新， 在各
个领域发挥先进引领作用， 让我
备受鼓舞。” 果园街道总工会副
主席肖金敬在听完座谈会后表

示， 将在辖区积极开展学劳模、
敬劳模的宣传活动， 鼓励辖区广
大干部职工立足岗位， 努力为区
域发展贡献力量。

“目前， 全区各行各业涌现
出荣获全国、 北京市劳动模范奖
项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共计300余
个 ， 他们扎根在各自工作岗位
上，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
良好风貌， 为全区广大劳动者树
立了榜样。” 密云区人大常委会
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 区总工会
主席赵秦岭出席此次劳模座谈
会， 并强调， 要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 讲好劳动故事、 劳模故
事、 工匠故事， 引导全区职工群
众向劳模先进看齐， 争当先进；
要胸怀大局 ， 立足本职积极作
为， 引领职工群众干实事、 强作
风、 促发展， 努力在密云各项建
设中建功立业。

下一步， 密云区总工会将在
全区各个领域开展不同主题的先
进典型选树、 评选和宣传， 使广
大职工群众学有目标 ， 赶有方
向， 在全区营造创先争优、 干事
创业的良好氛围。 密云区各级工
会组织还将从工作、 学习、 生活
等各方面关心关爱广大劳动者，
在全社会唱响 “劳动最光荣、 劳
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
美丽” 的主旋律。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
讯员 项莉娜 ） “关爱农民
工” 免费健康体检活动， 是北
京市总工会关爱农民工身体健
康， 有效预防职业病的发生，
为职工办实事儿的具体举措之
一。 近日， 市总工会、 市建筑
工会为北辰集团国家会议中心
二期项目工地农民工送上了这
份特殊的关爱。

据了解， 此次体检项目丰
富，包括肝功、彩超、心电图、胸
片等数十项内容， 惠及工地一
线农民工600余人。除开展健康
体检之外， 医护人员还向农民
工讲解常见病、 职业病预防知
识，提醒他们注意饮食起居、做
好自我调节和防护。 “感谢工会
组织的贴心服务， 平时施工任
务繁重， 加之疫情封闭管理等
原因，参加体检的机会不多。此
次工会将健康体检送到家门
口，非常贴心，令人感动。 ”参加
体检的农民工纷纷表示。

职工扎根一线， 工会情暖
职工。 为确保健康体检活动顺
利举办， 将市总工会的关怀关

爱及时送达一线职工， 北辰集
团工会协调会展投资公司工会
积极部署， 指定专人对接北京
市康复医院， 一周之内即完成
包括体检项目、 体检流线、 设
备进场等的沟通协调工作。

夏日高温天气， 为防止因
户外体检发生中暑等突发状
况，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临
时腾挪项目内原办公空间作为
体检房间使用， 并为体检房间
加装空调， 为一线职工营造舒
适的体检环境。 同时， 提前两

天冒着高温天气踏勘体检流
线、 指挥现场人员排查电路、
检查房间布置细节， 以及宣传
环境布置等， 助力健康体检活
动圆满举办。

北辰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将继续发挥 “娘家人”
的作用， 进一步激励广大一线
职工创先争优、 比学赶超， 激
发广大农民工以更加饱满的状
态投入重点工程建设， 为国家
会议中心二期建设任务的圆满
完成贡献力量。

市总工会向北辰集团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农民工送关爱

600余名工地一线职工获“健康礼包”

夏送清凉 工会行动

快递小哥
享“清凉”
近日 ， 北京市总工会 、

西城区总工会联合为顺丰速
运虎坊桥分拣站的快递小哥
送去 “清凉包” 和防暑饮品。
据悉， “清凉包” 里包括防
晒帽、 清凉围脖、 急救药品
等防暑用品， 让忙碌的小哥
在酷暑中感受清凉。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13名劳模先进代表讲述岗位奉献故事

首儿所工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娄敏 ） 近

日， 首都儿科研究所工会第六届
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在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首儿所
83名工会会员代表与北京市医院
管理中心领导、 第五届工会委员
会委员、 先进人物代表等近110
人参加了大会。

首儿所工会主席石琳作了题
为《立足新阶段，迎接新挑战———
奋力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 的工
作报告，并表示，在新形势下，第
六届工会委员将继续坚持党对工
会工作的领导， 深刻认识和把握
新发展阶段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新任务，积极谋划新思路，实现
新发展，创建“效能型”“温暖型”
“工匠型”“创新型” 工会组织，切

实满足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职工
合法权益。

与会代表分别对工会工作报
告、 财务工作报告、 经费审查委
员会工作报告进行了分团讨论，
并就工会工作及该所未来发展提
出了意见建议。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马超 通
讯员 安萱 刘换利） 近日， 全国
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中建二
局安装公司联合开展 “喜迎二十
大 永远跟党走” 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 经开区总工会党支部与
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党委签订共建
协议书， 将在资源共享、 活动联
办， 队伍共建、 制度共建等方面
开展结对共建。

当天， 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
济工作部部长、 党支部书记王晓
峰， 经开区总工会主席安春玲一
行人来到中建二局安装公司， 参
观了该公司总部展厅， 感受了党
建引领下的企业发展成果。 参观
结束后， 中建二局安装公司相关
负责人就公司党委、 工会亮点工
作以及党建引领创新工作落实情
况进行了介绍。

活动中， 经开区总工会党支
部与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党委签订

了共建协议书， 对下一步实施资
源共享、 进行活动联办， 加强队
伍共建、 制度共建等结对共建工
作计划达成了共识。 双方表示将
整合资源优势， 深入推进结对共
建工作， 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积
极作用， 维护职工权益， 服务企
业发展。

同时 ， 为深化志愿服务协
作， 经开区总工会党支部与中建
二局安装公司党委成立了 “亦
安 ” 党员志愿服务队 。 活动现
场， 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
部、 中建二局分别为经开区总工
会、 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党员志愿
服务队进行了授旗。

随后的座谈会上， 全国总工
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经开区总
工会分享了各自工会工作成果和
党建工作经验， 并围绕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 职工素质提升工
程、 职工温暖工程、 助力数字经
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经开区总工会党支部与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党委签订共建协议

“亦安”党员志愿服务队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