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公交交职职工工扮扮靓靓办办公公区区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近日，北京公交资产管理分公司工会在五路

办公区组织开展“挂红灯 贴窗花 迎新春”活动。喜庆的窗花和彩灯表
达了广大职工喜迎佳节的美好祝愿， 把浓浓的年味儿和新春祝福送到
办公区各个角落。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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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为深
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
步丰富职工文化生活，近日，海淀
区总工会在青龙桥办公中心举办
“迎新纳福送春联 工会情暖职工
心”新春走基层活动。

此次活动特邀请书法家现场
挥毫泼墨， 书写春联、 福字， 为
职工送上新春祝福， 现场共吸引
400多名职工前来参与。 活动中，
海淀区总工会、 海淀区应急管理
局、 青龙桥街道领导一同将新春
对联、 福字、 新春吉祥兔发放到
基层职工手中 。 两个小时的时
间， 共送出春联、 福字400多副。
“这些春联带着温度， 让我们倍
感温暖， 这不仅是对我们的新春
祝福， 更是对我们今后工作的激
励。” 职工们表示。

海淀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副
主席孙金春表示，此次“新春走基
层” 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 希望在这样一个祥和

的日子里， 把书法家书写的春联
和福字，送到万千职工手中，让大
家感受浓浓温暖的同时， 营造喜
庆的节日氛围。

海淀区总工会“新春走基层”为职工送福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春节
临近， 记者近日从延庆区总工会
了解到， 该区总工会紧紧围绕全
区中心工作、 重大活动、 重要任
务和重大群体 ， 坚持 “广泛覆
盖、 聚焦重点、 突出特色” 工作
原则， 精准针对重点领域职工、
生活困难职工、 劳模先进、 基层
一线职工、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五
大职工群体开展 “两节” 送温暖
慰问活动 ， 走访重点职工群体

1900余人， 慰问款物共计36万余
元。

在此次慰问活动中， 延庆区
总工会深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 关注重点职工群体， 深入
细致摸排调研， 广泛走访慰问，
及时掌握职工生产生活状况和需
求， 切实关心关爱职工， 帮助他
们解决 “急难愁盼” 问题， 切实
发挥职工服务阵地作用， 持续推
进提升职工生活品质。

延庆工会“两节”送温暖慰问1900余职工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春节
将至，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总工会
开展“两节”送温暖活动，慰问辖
区一线职工、 快递外卖小哥等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走访规模企业，
让辖区广大职工过一个祥和欢乐
的春节。

走访慰问中， 和平街街道总
工会普惠辖区企业一线职工，发
放手套4000副， 慰问现场气氛热
烈，温馨欢乐。该街道工会主席为
一线职工送上新春问候， 与职工

深入交谈， 详细了解职工身体状
况和家庭生活情况， 并认真听取
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活动期间， 和平街街道总工
会走访辖区规模企业7家，了解职
工诉求， 关注农民工及企业职工
欠薪问题，同时对辖区413家企业
进行排查， 及时发现和化解欠薪
隐患。

在做好普惠服务的同时，和
平街街道总工会还开展精细化慰
问服务工作。 该街道工会工作人

员走访慰问辖区外卖员、 快递员
和疫情防控一线职工，发放水果、
口罩、暖宝宝、护膝、手套、围巾等
物资， 传达市区及街道总工会对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关爱。

和平街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寒冷的冬季，街道总工会
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把关
爱做的再实些、再细些，向一线职
工传递“娘家人”的温暖关怀，提
高工会组织影响力， 提升职工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为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
国总工会近日下发 《关于进一步
做好根治欠薪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多
措并举推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结合送温暖活动，配合政府
扎实推进集中整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专项行动，加强实地排查，
及时发现欠薪风险隐患， 充分发
挥工会“12351”职工维权热线、信
访等作用， 加强工会法律援助服
务， 推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案
件。对困难行业企业，积极开展协

商协调，推动企业努力稳住岗位、
保障基本工资发放， 逐步解决欠
薪问题。对短时间内拿不到工资、
生活困难职工， 符合工会困难职
工建档条件的做到应纳尽纳，应
帮尽帮，切实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通知》指出，各级工会要进
一步推动落实根治欠薪各项长效
机制。深入企业、深入职工宣传劳
动报酬有关法律法规， 提升劳动
者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 加
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 推广劳动
用工法律体检、 劳动用工监督评
估等做法，落实好企业工资支付、
劳动用工管理等制度， 层层把好
防止欠薪的关口， 防止发生新的

欠薪。 健全完善多部门联动的劳
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通过协商、
调解等方式有效解决因农民工欠
薪引发的劳动争议纠纷。

近年来， 全国总工会把根治
欠薪工作作为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 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重要内
容， 积极参与国务院根治拖欠农
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推
动完善治理欠薪工作机制， 加强
组织领导和对地方工会的调度，
各级工会组织积极推进 《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贯彻实施，
加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和法律服
务， 持续推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

龙潭街道为辖区职工送“消费大礼包”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春节将

至，为助力提振企业信心，促进辖
区经济复苏， 东城区龙潭街道经
济专班联合该街道总工会共同启
动新春消费季活动， 为辖区职工
群众送上一份暖心 “消费大礼
包”。据了解，该街道工会服务站
在活动开启前大力宣传， 多方协
调适合的已建会企业， 最终有多
家建会企业及商铺参与其中。

本次新春消费季活动， 以龙

潭街道商务楼宇发展联盟为依
托， 联合辖区近30家企业及商铺
制作了万余张电子优惠券。 优惠
券分为三类：嗨吃满足券（餐饮娱
乐类）、 嗨学快乐券 （教育培训
类）、美丽幸福券（鲜花、摄影及其
它生活类），涵盖职工群众生活的
方方面面。 本次活动以让利职工
群众为根本， 有效满足职工群众
多元化消费需求， 让他们开开心
心过大年。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迅员
赵婧） 春节来临之际， 为助力乡
村振兴，更好的关爱职工，怀柔区
北 房 镇 总 工 会 依 托 市 总 工 会
12351服务平台，联合辖区内企业
众垚源农产品种植（北京）专业合
作社开展工会会员免费领取蔬菜
礼包活动。

此次活动共计发放有机蔬菜
礼包400份。该镇工会会员只需通
过12351APP扫描活动二维码便

可在指定地点免费领取。 活动一
上线便受到广大职工的积极响应
和热情参与。 据该镇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 活动的开展既推广
了辖区内的农产品， 又为广大职
工带来了优质土特产， 让更多职
工享受到贴心服务的同时， 进一
步扩大了工会的影响力。据了解，
活动期间， 吸引了许多职工想要
加入工会组织， 为工会组建工作
奠定了良好基础。

和平街街道总工会“两节”走访慰问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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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根治欠薪工作

多措并举推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北房镇总工会发放400份蔬菜礼包

线上联欢会
为民警送祝福
昨天， 北京市监狱 （戒毒）

管理局2023年春节联欢会以线上
视频形式举办， 为全局民警送去
新春祝福， 50个分会场3000多名
一线民警同步观看。 联欢会从策
划到最终呈现， 全部由基层民警
自编 、 自导 、 自演 、 自剪辑完
成。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连日
来，顺义区总工会组织开展的“新
春送福，情暖职工”义写春联志愿
服务活动在各基层工会开展得如
火如荼。 该区总工会邀请书法家
为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春
联和福字，传递新春祝愿。

活动中 ， 书法家们挥毫泼
墨， 将祝福付诸笔端， 一副副春
联， 一张张 “福” 字， 表达对职
工群众的关爱之情， 整个现场充
满着迎新春的喜气氛围 。 据了
解 ， 该项活动自 2013年开展以

来， 每年新春伊始， 顺义区总工
会都会组织书法家深入基层一
线， 为职工送去祝福， 成为了最
受职工亲睐的暖心品牌之一。 顺
义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
年来， 区总工会围绕区委中心工
作和市总工会重点任务， 始终以
职工实际需求为工作导向， 不断
创新服务职工形式和内容， 大力
开展各类职工文化活动， 团结引
领全区职工筑牢文化根基， 凝聚
蓬勃力量， 以文化繁荣兴盛服务
顺义区高质量发展。

顺义工会开展义写春联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