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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连日来， 怀柔区总工会
在全区开展2023年“两节”送温暖
活动，覆盖五大重点慰问对象，共
计7831人次。

本次慰问围绕重点领域职工
群体、生活困难职工群体、劳模先
进职工群体、基层一线职工群体、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开展精准
服务。据了解，“两节”送温暖活动
启动以来， 怀柔区总工会党组书

记、 副主席樊晓娟高度关注疫情
对职工生产生活的影响， 带领班
子成员及工作人员深入基层生产
一线走访慰问。 特别为长期在艰
苦行业岗位工作的职工、农民工；
节日期间坚守环卫、交通、供电等
生产保供行业一线的干部职工；
直接面向群众服务的基层单位干
部职工；长期异地工作和赴京外、
基层工作的派驻挂职干部职工；
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

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在档困难职工，因下（待）岗失
业、本人或家属大病、子女就学、
新冠疫情、 突发意外等原因导致
生活临时困难的职工群体， 分别
精准施策，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
此外， 怀柔区总工会还投入专项
资金分别慰问了该区183名劳动
模范、先进工作者，并将慰问品邮
寄到家，将“娘家人”的温暖送到
了广大劳模和职工心坎上。

怀柔区总工会“两节”送温暖覆盖五大群体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丹心向党抒情怀 翰墨凝香送祝
福” 2023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 “经开区”） 总工会、
经开区文联 “迎春送福企业行”
活动在北汽新能源公司拉开序
幕 。 该活动将陆续走进中建七
局、 京东方等多家区域内企业，
通过为广大企业职工送上手写春

联、 福字等方式， 为职工备上有
温度、 有分量的 “文化年货”。

在北汽新能源公司的活动大
厅， 书法家们在春联纸上写下新
春的吉祥祝福。 “这幅作品太新
颖了， 整幅作品寓意特别好， 特
别有年味儿， 我要把它带回家送
给孩子 。” 拿到新春书画作品 ，
北汽新能源零部件质量部职工闫

强激动地说。 北汽新能源公司副
主席周阳表示， 感谢经开区总工
会和区文联在春节前夕开展此次
活动， 将对职工的关爱直接送到
工作现场， 为职工们送上祝福，
让大家充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
的精髓。 新的一年， 公司工会也
会继续服务好企业 ， 服务好职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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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职工送出有温度、有分量的“文化年货”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联合区文联邀书法家写祝福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1月17
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网信
办主办，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新
华网协办的2022年 “网聚职工正
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
总结展示活动在北京举行。

正能量金曲 《歌声唱得云飞
扬》、诵读作品《星火已燎原 寰宇
看今朝》、微视频《微笑从这里出
发》燃动现场。2022年主题活动的
精彩瞬间和优秀成果在电子照片
墙上闪现，测天地经纬、绘祖国蓝
图的测绘人， 乡村振兴路上跋山
涉水的“新农人”，疫情中奔跑在
路上的货车司机、 快递员……大
时代里的普通劳动者， 守护着平
凡的岗位书写着非凡的业绩。

2022年4月，全国总工会与中
央网信办共同启动2022年 “网聚
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主
题活动， 以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为主线， 深入开展具有
鲜明“工”字特色的网络正能量系
列征集活动， 展现新时代职工网
民构筑清朗网络空间的奋斗风
采。 主题活动开展了网络正能量
歌曲征集、微视频征集、摄影作品
征集、 诵读作品征集， 以及互联
网+工会普惠服务优秀平台和维
权服务案例征集、 小程序应用优
秀案例征集、创新活动征集等，并
新增新媒体账号征集、 职工网络
达人征集等项目，为奋斗者点赞、
为创新者鼓掌。 主题活动开展以
来，共收到图文作品6000余幅、原
创视频作品7000余部、 原创歌曲
近千首、小程序110个、职工网络
达人181名，互联网+工会维权服
务优秀案例245个、互联网+工会
普惠服务优秀平台137个、新媒体
账号334个、创新活动386项，网民
参与投票1600万余次。

“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落幕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通讯员
马特） 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北京
科技大学工会开展春节慰问坚守
一线岗位职工活动， 深入学校防
控办和党校办、保卫处、校医院、
后勤管理处（集团）运行中心、饮
食中心、物业中心等部门，为职工
们送上暖心问候与祝福。

活动中， 北科大工会慰问了
坚守岗位辛勤工作的职工， 为他
们送去牛奶、糖果、水果、饺子等
慰问品，并勉励大家坚守岗位、保
重身体。 职工们纷纷感谢校工会
的暖心关怀，表示会努力工作，扎
实做好守护校园的服务保障工
作。期间，该校工会为患病和家庭

困难职工32人次送去慰问金12万
余元，慰问劳模先进20余人次。

北科大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送温暖” 活动是校工会长期
开展的一项工作， 通过形式多样
的慰问活动把学校和工会组织的
关心和祝福送到职工的心坎上，
增强职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全国总工会开展职工困难帮扶项目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日前，

全国总工会下发 《关于2022年度
中央财政职工困难帮扶资金项目
批复和资金使用有关事项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春节前紧
急下拨3.96亿元中央财政职工困
难帮扶资金， 用于各地工会开展
职工困难帮扶项目，聚焦职工“急
难愁盼”问题，保障困难职工基本
生活，解决职工切实困难。这是财
政部 《职工困难帮扶资金管理办
法》出台后，全国总工会下拨的第
一批按照项目化使用管理的中央
财政职工困难帮扶资金。

此次下拨资金主要用于各地

工会协助政府兜牢基本民生底
线， 重点保障巩固困难职工解困
脱困成果， 优先支持困难职工帮
扶项目， 包括困难职工疫情生活
补贴资金1亿元、特殊职工群体关
爱送温暖项目8436万元、 困难职
工生活救助类资金6827余万元 、
困难职工医疗救助类资金2705余
万元、 困难职工子女助学类资金
1483余万元， 以及其他巩固拓展
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特殊职
工群体送温暖和提升职工生活品
质项目。

《通知》强调，各地工会要高
度关注当前疫情形势给职工生产

生活造成的影响， 对出现困难的
职工普遍增发疫情期间生活临时
补贴， 帮助减少疫情对职工生产
生活影响， 加大在档困难职工家
庭生活保障力度，加强关爱帮扶，
确保困难职工安全温暖过冬。

据了解， 此次资金加大对东
北老工业基地、民族地区、边疆地
区等困难地区倾斜支持力度，主
要用于解决经济欠发达地区配套
资金筹措困难， 加大困难职工家
庭生活保障力度， 对常年坚守偏
远地区、 边境地区服务重大生态
工程、 边疆稳定的工作人员等特
殊职工群体开展送温暖慰问。

城南街道工会为快递和外卖小哥送礼包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近

日， 昌平城南街道总工会聚焦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需求，开展“关怀
新业态，两节送温暖”慰问活动。

此次慰问活动为奔走在城南
街道辖区的快递、 外卖小哥发放
春节礼包， 并送上新春祝福。“真
心感谢工会组织对我们的关心关

爱，能够在春节来临前收到慰问，
心里感觉很温暖。” 快递小哥说。
城南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年继续强化对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群体的关心关爱， 以贴心
暖心服务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坚定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听党
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首开仁信职工制作花灯感受传统文化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通讯

员 齐秋萍） 近日，首开集团仁信
公司工会在职工之家手工坊举办
主题为 “福兔迎新春， 花灯送祝
福”第五届“最美中国红”送文化
活动。

活动中， 工作人员讲解花灯
制作流程， 让职工了解什么是非
遗花灯，以及“兔灯、鱼灯”作为我

国迎春的传统文化符号及美好祝
福的寓意。随后，职工们纷纷参与
到花灯制作过程， 亲手体验传统
中国风。 仁信公司工会主席高香
信表示， 希望职工在紧张的工作
之余能够通过“最美中国红”活动
得到解压放松， 感受我国非遗文
化的魅力。同时，提升职工们的归
属感和幸福感。

普田物流怀柔厂区工会举办新春祝福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潘广发） 近日， 北京普田物流有
限公司怀柔厂区工会举办 “迎新
春、写春联、送祝福”活动，给职工
送上美好的新年祝福。

活动中，该厂工会特邀请4位
怀柔书法家现场书写春联， 一句
句寓意吉祥的话语跃然纸上，让

新年有了新气象。 活动全程洋溢
着温馨的节日气氛， 充满了欢声
笑语，前来观看的职工络绎不绝。
职工们手捧精美春联， 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大家纷纷表示：“工会
举办的此次活动太有意义了，能
够切身感受到公司的人文关怀和
‘娘家人’的温暖。”

““娘娘家家人人””慰慰问问暖暖身身又又暖暖心心
近日，通州区人民商场工会对近百名职工开展“两节”送温暖系列

慰问活动，为职工发放了米面油等慰问品。活动中，该商场工会主席邓
晶将慰问品送到职工手里，并叮嘱他们：“天寒注意多保暖、疫情防控莫
放松，企业职工是一心、急难愁盼找工会”。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近日， 东城区崇外街道总工
会为辖区300多名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开展新春嘉年华活动。现场，
不仅有防疫政策宣传， 还有垃圾
分类、微心愿许愿、现场赠送春联
福字等活动。 该街道工会还定制
了兔年专属保温杯， 作为送给职
工的新年礼物。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职职工工乐乐享享
嘉嘉年年华华

拨付3.96亿元中央财政资金

北科大工会走访慰问坚守岗位一线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