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 朝阳邮政许多一
线职工坚守岗位。 朝阳邮政党政
工联合， 组织投递员和快递员一
起过大年、庆团圆，让留京的一线
邮政职工度过一个温馨和快乐的
节日。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留留京京过过年年
暖暖在在心心间间

一线职工感受“家”味道
为让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职工欢度佳节， 北京建工一建工会组织

相关人员深入现场，开展为施工人员送春联、包饺子等活动，让一线职
工感受到“家”的温暖。 本报记者 陈艺 通讯员 秦一夫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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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艳） “两节”
期间， 大兴区各级工会组织积极
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慰问活
动， 用心用情用力关爱职工，让
“有一种温暖， 叫工会在你身边”
更加深入人心。

节日期间， 大兴区总工会党
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牛玉俊一行
来到京东北京兴创国际营业部，
慰问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80余名

快递员， 为他们送去暖心包以及
“娘家人”的关爱和祝福。牛玉俊
详细了解小哥们的工作与生活情
况，对他们不畏严寒、无私奉献、
勇毅前行、 竭诚服务的精神表示
由衷地赞许和感谢。同时，她叮嘱
小哥们要劳逸结合， 加强个人防
护， 并鼓励他们为新大兴新国门
建设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该区各镇街总工会也积极开

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慰问活动。
清源街道总工会为节日坚守的快
递小哥送上方便面、火腿肠、N95
口罩等慰问品。 该街道工委副书
记、 工会主席罗书丰表达了街道
工委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注
与关怀，肯定了网约车司机、快递
小哥对辖区所作出的贡献， 并鼓
励他们继续发扬好传统、好作风，
勇于拼搏、勤勉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开展
平台计价和抽成 “阳光行动”、探
索司机发展“双通道”、推出“滴滴
司机专属商业医疗保障” ……日
前，2023年新年伊始第一场全市
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互联网平
台企业协商恳谈会在滴滴总部召
开。在北京市总工会、海淀区总工
会、 上地街道总工会的共同见证
下， 滴滴网约车司机代表与滴滴
出行行政方达成《2023年滴滴（北
京） 网约车司机协商恳谈会专项
协议》（以下简称《专项协议》），涉
及六方面23条具体措施。

滴滴于2021年8月成立滴滴
集团（北京）工会，2022年底被全
国总工会确定为推进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建设工
作的重点企业。 为推动平台企业
建立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市、
区、街道三级工会联动推进，多次
前往滴滴总部与平台企业党委、
工会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就企业生

产经营、工会职能发挥、职工权益
维护等问题进行座谈交流， 推动
协商协调机制建设。新年伊始，滴
滴（北京）网约车司机协商恳谈会
在滴滴总部召开， 经民主程序推
选的滴滴网约车司机与滴滴出行
行政方各7名代表，就关系网约车
司机切身利益的事项进行了充分
协商， 最终形成了 《2023年滴滴
（北京）网约车司机协商恳谈会专
项协议》。

此次恳谈会形成的 《专项协
议》包括协商机构与机制建设、职
业伤害与安全保障、 收入与奖励
补偿、福利与关怀、公益帮扶与奖
励、 专属商业保险等六项内容23
条具体措施。其中，在“收入与奖
励补偿”方面，明确要建立并不断
完善高效的司机补贴和定价机
制，积极开展平台计价和抽成“阳
光行动”， 在每笔订单完成之后，
通过司机端App实时显示该笔订
单的乘客支付总金额、 驾驶员劳

动报酬、 基于乘客支付总金额和
驾驶员劳动报酬的平台抽成比例
以及平台抽成比例计算公式等信
息，使司机收入计算清晰明了，并
为网约车司机提供空驶补偿、车
费垫付。在“福利与关怀”方面，明
确建立司机发展的专业通道、升
级通道“双通道”，为他们提供更
清晰的成长和发展路径。《专项协

议》 内容涉及网约车司机的切身
利益， 将惠及目前全市在滴滴平
台获取收入的网约车司机， 提升
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

据了解， 为切实保障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2021年北
京市总工会制定 《关于维权向前
一步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工
作措施》， 包括9条措施与5个配

套文件， 作为全市工会权益维护
重点工作加以推进。 同年在4个
区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
障权益维护试点工作， 目前京东
集团等7家试点企业均已签订集
体合同 、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
2022年， 在总结试点工作基础上
扩大覆盖面， 重点推进经营地在
京的全国互联网百强企业特别是
17家互联网平台头部企业和14家
品牌快递企业集体协商和职代会
工作， 各项工作均取得阶段性成
效。

全国总工会推进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工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基层工作部部长刘伟，北
京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韩
世春现场进行指导点评。 全国总
工会、人社部，北京市总工会、市
人社局， 海淀区总工会、 区人社
局， 上地街道相关负责同志现场
观摩协商恳谈会。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近
日， 通州多源公司党支部联合工
会前往困难职工家中， 为他们送
上慰问金、米面油等生活慰问品，
让职工感受到“娘家人”的关爱。

慰问中， 该公司党支部副书
记、 工会主席田欣欣耐心询问困
难职工及其家人的身体状况、家
中的困难，并详细了解职工所需、
所难、所盼以及目前的生活情况。
当了解到职工家中有身患疾病的
亲人， 由于高额的医疗费用加重

了家庭的负担时， 鼓励他们要积
极面对生活， 公司党支部和工会
永远是他们的坚强后盾。 职工家
属表示， 将把生活的苦难化作前
进的动力，争取早日康复，用实际
行动回报企业、 回报社会。“每一
次走访，都是心与心的交流，每一
次慰问， 都是情与情的沟通。”田
欣欣表示，新的一年，多源公司将
继续坚定做好困难职工的帮扶慰
问工作，帮职工排忧解难，为每一
位困难职工带去希望与美好。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近日，
怀柔区庙城镇总工会开展 “应急
送暖”帮扶活动，及时传递党和政
府的关心关怀。

据庙城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经过前期摸底，镇总工会制
定了2023年春节期间送温暖活动

方案。 通过各基层工会的初审报
送，该镇总工会复审，统计了13家
基层工会上报的18名因病因故生
活临时困难的职工。 活动现场发
放慰问金共计9000元， 激励困难
职工调养身心、立足岗位、担当作
为，同时送上节日的祝福。

大兴区各级工会慰问节日坚守岗位职工
庙城镇工会开展“应急送暖”帮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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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多源公司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达成《专项协议》包含六方面23项具体措施

北京三级工会联手推动滴滴与网约车司机举行恳谈会

石景山工会“送温暖”惠及7000余职工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记者昨

天从石景山区总工会了解到，今
年“两节”送温暖系列活动中，该
区总工会共投入资金186万余元，
惠及职工7000余人。

据悉， 石景山区总工会此次
“送温暖”活动重点面向一线医护
工作者、基层一线留京过年职工、
重点工程建设者、 在档困难职工
和临时致困职工、 全国劳模和北
京市劳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
民工等群体开展， 把区委区政府
和工会的关怀和温暖及时送到广

大职工群众的心坎上。 石景山区
总工会慰问组一行先后走进区环
境卫生服务中心、 区重点工程中
铁档案馆项目部工地、 老山街道
中通快递点， 以及困难职工家中
等走访慰问。同时，石景山区总工
会还联合区人力社保局、 区工商
联共同举办来京务工人员慰问活
动。一名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将
把“暖心、安心、省心”真正落到实
处，针对来京务工人员实际情况，
分年前、年中、年后三批次让他们
放假返乡探亲， 用心用情不断提

升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
记者还了解到，疫情期间，石

景山区总工会始终坚持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帮扶企业特困职工，累
计慰问和救助公司特困职工500
余人次， 让受疫情影响临时致困
的职工切实感受到了工会组织的
关爱。

石景山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新的一年，区总工会将继续
深化工会组织改革和建设， 团结
带领广大职工努力打造 “一起向
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

重点慰问一线医护工作者、留京过年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