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刘换利） 近日， 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总工会
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 经开区管
委会石威副主任带队， 走进北京
博大开拓热力有限公司， 与一线
职工代表进行座谈并送去慰问。
据悉，经开区总工会今年“两节”
期间送温暖活动向重点领域、生
活困难、劳模先进、基层一线和新
业态等五大职工群体倾斜。

“大家辛苦啦，我代表经开区
管委会感谢你们为居民群众提供
的优质供暖服务， 尤其在疫情防
控期间， 你们牺牲小我为大家所

作的努力和付出……”座谈中，石
威对开拓热力全体职工为居民生
产生活用热保障服务给予高度肯
定， 对公司在疫情防控攻坚期创
新工作方式表示了赞赏， 同时叮
嘱大家注意身体，合理安排作息，
做好供热服务保障， 让居民群众
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新春佳节。

“夏天，工会给我们送清凉，
临近春节， 工会又给我们送来了
点心、零食、糖果礼盒等实用的年
货，真是太暖心了。我们将把这份
温暖融入到工作当中， 努力为居
民群众做好供暖服务。”职工们表
示。

经开区总工会“送温暖”向五大职工群体倾斜
包括重点领域、生活困难、劳模先进、基层一线和新业态等职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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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赴航天一院开展“两节”送温暖调研慰问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1月
16日， 市总工会将暖心慰问送到
了北京振远护卫一线押运人员手
中。 当天， 北京市政法卫文工会
副主席、 市保安服务行业工会联
合会主席徐炜来到北京振远护卫
中心第十二支队二基地， 代表市
总工会将温暖包、 水果和慰问金
送给北京振远护卫中心的一线押
运人员， 对他们抗疫三年来召之
即来、 来之能战、 坚守岗位不退
缩的精神表示了高度认可， 并向
他们传达了市总工会的暖心问候
和祝福。 同时， 针对振远护卫中
心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 队伍管
理、 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以及春
节 “送温暖” 等工作开展了交流
座谈。

振远护卫中心工会2023年送
温暖活动也于当日启动， 该中心
工会为广大一线押运人员购置了
水果、 干果、 巧克力等慰问品。
“‘娘家人’ 总是想着我们， 有工

会的地方就有温暖。 拿着慰问品
回家过年 ， 心里别提多美了 。”
该中心第十二支队二基地运行二
部中队长高炯说。 北京振远护卫
中心民警党支部书记、 工会主席
张印表示， 振远护卫中心广大职

工将以更加顽强的斗志、 更加严
格的标准、 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
和积极的工作态度全身心投入到
专项押运任务中， 展现能吃苦、
能战斗的优良形象。

本报记者 孙妍 摄

“娘家人总是想着我们，有工会的地方就有温暖”
市总工会慰问温暖振远护卫一线押运人员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1月
16日， 北京市交通运输工会一行
来到北京渔阳出租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 慰问该公司出租车驾驶员
代表， 并在座谈中了解行业发展
现状及职工诉求。

上午10点， 北京渔阳出租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气氛温暖
和谐， 企业负责人、 出租车驾驶

员代表与市交通运输工会干部们
围坐一起， 畅所欲言。 “过去一
年 ， 大家克服困难 ， 在冬奥保
障、 疫情防控、 城市运力支持等
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春
运， 是进入疫情防控新阶段的第
一个春运， 运输保障任务繁重。
市交通运输工会一行鼓励出租车
驾驶员在新的一年里， 继续发扬

交通运输职工特别能战斗、 特别
能吃苦 、 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传
统， 进一步鼓足干劲， 为乘客提
供优质服务。 并嘱咐出租车驾驶
员在坚守岗位的同时， 注意防寒
保暖、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
安全营运和身体健康。 叮嘱企业
工会干部们要当好职工的 “贴心
人”， 对坚守一线的职工和生活
困难的职工家庭， 做好节日关怀
慰问， 增强职工的获得感、 幸福
感和安全感。

市交通运输工会一行现场为
出租车驾驶员代表发放慰问品。
收到米面油及温暖包等慰问品的
“的哥”徐跃告诉记者：“非常感谢
工会组织的关心和关爱。 今年春
运期间， 我会一直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为百姓出行做好服务。 ”

下一步， 市交通运输工会及
系统各级工会将加强 “两节” 送
温暖慰问活动， 为坚守春运一线
的广大交通运输职工送去温暖关
爱与新春祝福， 用实际行动向奋
战在春运一线的广大交通职工致
敬。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市交通运输工会慰问坚守春运一线出租车驾驶员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在新
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 1月16日
下午，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张良一行赴航天科技集团
第一研究院 （以下简称航天一
院） 调研， 现场慰问劳模及职工
代表， 送上 “两节” 送温暖慰问
金 ， 并为航天一院 211厂颁发
“北京市示范职工之家 ” 牌匾 。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
韩世春一同调研慰问。

来到被誉为 “中国航天事业
的发祥地” 的航天一院， 张良一
行先后参观了航天一院院史展、

高凤林大师劳模创新工作室和
211厂总装车间， 并与劳模、 职
工代表互动交谈。 一幅幅画面映
入眼帘， 一段段历史进入耳朵，
带来的有震撼， 更有振奋， 让慰
问调研团一行切身体会到航天事
业在党的领导下创造出的辉煌成
就。 张良表示， 大国工匠， 匠心
筑梦， 依靠的是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 追求的是民族的自豪感。
通过现场参观生产过程， 近距离
面对 “国之重器”， 深切感受到
广大航天科技工作者 “严、 慎、
细、 实” 的工作作风， 深深体会

到大家是国家战略安全基石的奠
定者， 是中国运载火箭摇篮的守
护者 ， 是中国航天精神的传承
者。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 张良一
行观看航天一院宣传片， 并听取
航天一院工会工作汇报。 张良代
表北京市总工会对广大航天科技
工作者为航天强国建设、 国防武
器装备建设、 科技创新事业所作
的突出贡献表示敬意， 值此新春
佳节来临之际， 向他们致以诚挚
问候。

张良指出， 近年来， 航天一

院工会始终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
大局， 积极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
的桥梁纽带作用， 在加强职工思
想政治引领 、 动员职工建功立
业、 推动民主决策科学管理、 服
务职工实际需求、 激发职工创造
活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党的
二十大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 航天一院工会要
始终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
进一步创新工会工作思路和举
措， 增强工会组织的创造力、 凝
聚力； 要不断加强职工思想政治
引领 ， 团结带领广大职工听党

话、 跟党走； 要不断深化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 培养更多大国
工匠、 高技能人才， 引领广大职
工聚焦主业建功立业； 要全心全
意为职工服务， 关心关爱职工生
产生活， 帮助职工解决 “急难愁
盼” 问题，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不断增强广大职工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北京市工业 （国防） 工会、
市总工会办公室、 市总工会研究
室 ，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航天一院相关领导陪同调研
慰问。

近日，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总工会慰问辖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
防疫一线工作人员，发放手套、口罩、毛巾、调料等慰问品300余套，为他
们送去“娘家人”的关心关爱。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赵紫明 摄影报道

““娘娘家家人人””送送来来暖暖心心慰慰问问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今
年“两节”期间，北京市总工会、北
京市温暖基金会联合开展 “温暖
包” 公益慰问活动， 定制2000个
“健康温暖大礼包”， 用于走访慰
问快递小哥、网约出租车司机、护
工 、保安员 、保洁员等新就业 形
态劳动者 ，让他们过一个温暖
的春节。

据了解 ， “健康温暖大礼
包” 内除了防控高血压和糖尿病
风险的血糖仪和血压仪， 还有专
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工

作特点配备的帽子 、 手套 、 鞋
垫、 护手霜、 唇膏等保暖和防冻
伤物资， 以及酒精湿巾、 碘伏棉
签、 创可贴等消毒防疫物品。 本
次活动还为部分行业职工开展了
免费健康体检 ， 在活动开展同
时， 市温暖基金会将启动健康风
险调研工作， 从参加活动的人员
中选取部分样本进行深入走访调
研， 并根据走访调研反馈形成有
针对性的调研报告， 为下一步更
好地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
思路和依据。

2000个“健康温暖大礼包”送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市总工会、市温暖基金会联合开展“温暖包”公益慰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