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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海淀区总工会党组成
员、 副主席张寰来到海淀保安分
公司， 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
线的保安员， 并向保安员赠送了
工会 “大礼包”。 慰问中， 张寰
鼓励保安员继续发扬优良作风，
忠诚担当， 为首都发展建设做出
新贡献。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田文江 摄影报道

“娘家人”
送来大礼包

贴贴窗窗花花 送送祝祝福福
春节的喜庆气氛还未散去，元宵佳节即将来临，北京公交474路车

队工会组织职工在场站内开展贴窗花送祝福活动。 大红的窗花把场站
装点得红火富丽，让职工感受到浓浓年味。 本报记者 于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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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节日
期间，朝阳区安贞街道总工会、街
道党群服务中心主办， 史超齐劳
模工作室承办了迎新春包饺子活
动， 这些饺子被送到坚守岗位的
保洁、保安、送餐员、快递员手中，
让职工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在安贞街道党群中心多功能
大厅里，该街道工会志愿者、青年

志愿者、党员志愿者、文明引导员
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分成多个小组
分工协作。中午11点，热气腾腾的
饺子出锅了， 志愿者们把饺子分
装在包装盒里 ， 和带有墨香的
“福”字一起打包好，送到坚守岗
位的职工手中。 史超齐劳模工作
室负责人史超齐告诉记者， 为了
保证辖区节日期间正常运转，部

分保安、 保洁人员和快递小哥仍
然坚守岗位， 所以特意为他们送
去热腾腾的饺子和节日的祝福，
让他们离家在外也能感受到“家”
的温暖。下一步，劳模工作室将持
续扩展服务项目， 以更加灵活的
形式、更加丰富的活动、更加多样
化的服务，积极融入街道发展，提
升地区居民的幸福指数。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近日，
由全国总工会组织的“中国梦·劳
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 团结
奋斗新征程” 劳模工匠党代表微
宣讲正式上线开播。

本次微宣讲是全国总工会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
要举措， 集中展现了20位劳模工
匠党代表的风采， 包括广西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能专家郑志
明等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和大国工匠、 最美
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代表。

来自生产一线的劳模工匠党
代表，结合参加大会的所感所悟，
用接地气的语言、听得懂的道理，
通俗易懂阐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

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
举措。宣讲主题涵盖“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 新时代新征程中
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党的二十
大的主题、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等方面， 以线上微视频宣讲的
方式，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送到职
工“指尖”、讲到职工心坎上，让学
习既有“意义”，更有“意思”。

全国总工会在《中国工人》杂
志社新媒体端、“技能强国———全
国产业工人学习社区”、全国工会
电子职工书屋和“学习强会”等线
上平台设置了“踔厉奋发 勇毅前
行———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专
区”，微宣讲视频上线后，将在此
专区进行长期展播， 持续供广大

职工学习。据悉，该专区集纳了党
的二十大重要文件和专家学者权
威解读， 重点展示各级工会学习
宣传贯彻情况和典型经验， 通过
精心的策划栏目，构成随时学、随
地学、自主学、互动学的完整云端
学习生态， 自2022年10月24日上
线后访问量突破2.97亿， 已成为
全国职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重要平台。职工在评论区留言说，
劳模工匠党代表来自我们身边，
可感可知，“微宣讲” 不仅是简单
的理论传播，更是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 工匠精神强大精神力量的
感召。

全国总工会新闻发言人张晓
辉介绍， 劳模工匠党代表微宣讲

是全国总工会贯彻落实 《中共中
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决定》 部署的重要举
措之一， 旨在充分发挥党的二十
大代表中劳动模范、工匠人才、一
线职工的示范带头作用，用“小故
事”阐明“大道理”，用“身边事”解
读“大政策”，把党的二十大报告
确定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
战略、重大举措讲清楚、讲明白，
让广大职工群众听得懂、能领会、
可落实， 把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
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强大
动力，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
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据悉， 全国总工会将适时组

织劳模工匠党代表面向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农民工、青年职工、职
业院校学生等群体开展线下宣
讲，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基
层一线、走进职工心里。

此外， 全国总工会还通过组
织编写 《党的二十大精神职工学
习问答》《党的二十大精神职工学
习题库 》， 开展 “中国梦·劳动
美———凝心铸魂跟党走 团结奋
斗新征程” 全国职工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知识竞赛等活动， 强化
理论宣传阐释， 推动新时代党的
创新理论进企业、 进车间、 进班
组， 凝聚起亿万职工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团结奋斗的
磅礴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 冯仙惠） 连
日来，北京建工集团公司工会、各
二级单位工会坚持以职工为中
心，为重点工程一线职工、节日坚
守岗位职工、劳动模范、困难职工
等送去了“娘家人”的温暖问候。

据了解，截至目前，建工集团

两级工会共筹集慰问资金972万
余元， 走访慰问困难职工382人、
劳动模范202人，慰问京内、京外
及境外工地198个，慰问一线职工
2.03万人次， 开展贴心人服务36
次。同时慰问重点工程项目11个，
为一线职工送去新春的祝福。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刘世霞） 记者近日从北京福田戴
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工会了解到，
为了营造温馨、喜庆、文明、和谐
的氛围，今年春节期间，该公司工
会为全体职工发放了慰问品。

据介绍， 福田戴姆勒公司工

会以关爱职工为抓手， 切实增强
职工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让
职工感受“家”的温暖。发放当天，
由该公司工会及各分会志愿者组
成的小组冒着严寒， 为职工发放
6600余份“温暖大礼包”，并送上
节日问候，深受广大职工的欢迎。

安贞街道志愿者为坚守一线职工送饺子
福田戴姆勒工会让职工感受“家”温暖

建工集团各级工会慰问职工2万余人次

集中展现20位劳模工匠党代表风采

全国工会劳模工匠党代表微宣讲上线开播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今年
“两节”期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
所属各单位对 8000余名在职职
工、4400余名退休职工、61名劳模
先进职工、2名赴基层工作的派驻
挂职干部进行了慰问， 慰问金额
达650余万元，这是记者近日从市
自来水集团工会了解到的。

据了解，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
总工会“两节”送温暖工作要求，
在市自来水集团党委统一部署
下， 所属各单位聚焦参与重大活

动保障任务、 重点工程项目一线
职工， 节日期间坚守在供水保障
一线的干部职工，生活困难职工，
劳模先进职工， 退休职工等群体
开展“两节”送温暖系列活动，及
时把关心关怀送到广大职工心坎
上，提高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今年，该集团加大了对疫
情防控期间驻守一线的生产服务
保障人员的关怀慰问力度， 帮助
解决他们“急难愁盼”问题，让职
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供水服务

保障工作中。 对符合帮扶条件的
129名困难职工（家庭）发放帮扶
慰问款19.1万元。

市自来水集团工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近年来，集团不断健全完
善以困难职工帮扶、 送温暖走访
慰问、 职工互助保障为主要内容
的帮扶体系，坚持深入基层、深入
一线，聚焦为职工办实事，持续提
升服务职工群众的能力水平，以
暖心举措汇聚起京水职工助力集
团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市自来水集团为一线职工撑起“保护伞”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记者近
日从平谷区总工会了解到， 今年
春节期间，该区总工会共投入172
万元开展送温暖活动， 实现了对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劳模、一
线职工、 因病致困职工四类人群
走访慰问全覆盖。

据介绍， 平谷区总工会筹集
资金52万元， 集中走访慰问了奋
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公安干
警、 公交车司机等， 为职工送上
米、面、油等慰问品；筹集资金30
万元制作“温暖包”，发放到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手中； 开展因病致

困职工帮扶救助，按照困难程度，
给予190名因病致困职工发放救
助金共计29万元； 走访慰问全区
劳模176名，发放慰问金及各项补
助金共计61.2万元， 同时对特殊
困难劳模和重病劳模给予帮扶救
助，让劳模度过快乐祥和的节日。

平谷工会送温暖精准服务“四类”群体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连日
来， 怀柔区渤海镇政府机关工会
组成送温暖慰问组， 看望慰问家
庭经济困难的职工。

走访中， 慰问组一行向困难
职工家庭送去了慰问金， 以及镇
政府的关怀和问候。 渤海镇党委
副书记、 镇总工会主席刘金波等
与职工亲切交谈， 鼓励他们树立

生活信心，保持乐观心态，勇敢面
对逆境， 在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
和家庭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后，嘱
咐他们要保重好身体， 有困难及
时寻求工会组织的帮助。 职工表
示，在这个寒冷的季节，深刻地感
受到来自“娘家人”的浓浓暖意，
一定会树立信心，鼓足勇气，坚强
面对工作和生活。

渤海镇政府机关工会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