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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石景山区总工会副主席王先勇带
队到石景山区保安分公司海特社
区保安队，开展 “尊法守法 携手
筑梦”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

现场， 王先勇为职工介绍了
劳动法律小常识， 并向职工发放
法律宣传口袋书、 民法典宣传折
页、 工会法及相关法律汇编等普
法宣传资料及包含对联、 福字、
围巾 、 手套在内的工会 “温暖

包”。 海特社区保安队队长贾树
庆代表保安队对石景山区总工会
的 “温暖送法” 表示感谢， 并表
示一定会利用好工会普法资源，
与队员们一同认真学习。

据了解， 2022年底以来， 石
景山区总工会联合中友律师事务
所律师 ， 组成 “尊法守法 携手
筑梦” 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
队， 深入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养护
中心 、 基层工会联合会等农民

工 、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聚集场
所， 结合送法进企业活动深入开
展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 聚
焦农民工工资支付等劳动权益保
障问题， 开展现场法律咨询、 法
律援助等法律服务。

下一步， 石景山区总工会将
持续做好劳动者普法宣传、 劳动
争议调解、 法律援助等公益法律
服务， “向前一步” 维护好职工
合法权益，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石景山区总工会深入一线“温暖送法”

雪雪中中送送炭炭帮帮职职工工解解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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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刘换利 ） 近日 ，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等决定， 对
2022年度工作突出的113家基层
劳 动 争 议 调 解 委 员 会 调 解 组
织 予 以通报表扬 。 其中 ， 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 “经
开区”）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榜
上有名。

2022年以来，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会同全国总工会、 全国工
商联、 中国企联开展了第二批打
造百家金牌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
织活动。 活动期间， 经开区总工
会按照 “预防为主、 基层为主、
调解为主” 的工作方针， 精心组
织， 密切配合， 重心前移、 下沉
服务， 有力推进经开区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组织建设， 不断推动通
过协商、 调解方式解决争议。 在

小事不出厂， 大事不出区， 把矛
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方面取得了明
显成效。

经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后工会将及时总结经验，
切 实 发 挥 示 范 引 领 作 用 ， 进
一 步 强化预防调解工作 ， 持续
加强调解组织建设， 防范化解劳
动关系风险， 促进经开区高质量
发展。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2022
年北京市温暖基金会“公益班车”
项目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慰
问、 助力首都疫情防控工作和关
爱首都各行各业一线职工， 共开
展了26场“公益班车”活动，累计
支出130.23万元，帮扶7700余人。
据了解，6年来，“公益班车” 项目
共开展108场活动，累计帮扶慰问
1.7万余人。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 “公益班
车” 项目自2016年9月开展以来，

通过招募爱心职工乘坐 “公益班
车”，使其直接参与到慈善公益项
目中来， 直接接触、 体验慈善公
益，向职工传播公益慈善理念，推
动职工养成日常公益慈善的生活
方式。

2022年以来， 北京市温暖基
金会“公益班车”活动主要围绕四
方面开展，包括：开展“温暖包”公
益慰问活动，定制“温暖包”，联合
市总工会相关职能部门和各产业
工会，慰问建筑工人、环卫工人、

快递小哥、保安员、出租车司机、
公交司机等一线劳动者， 为他们
送上节日祝福。 开展慰问首都各
行各业一线职工活动，其中，雅派
朗迪（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向北京市温暖基金会捐赠200
件价值5万多元的白衬衣，定向捐
赠给公交一线职工， 为他们送去
冬日的温暖； 同时慰问丰台区精
康园一线护理工、 怀柔区一线建
筑工人、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重
点企业一线职工、 顺义区一线供

暖职工以及昌平区和朝阳区的一
线环卫工人等， 为他们送去工会
组织的温暖。 开展慰问各区困难
职工和特殊群体活动， 发动各区
慰问区域内困难职工、 儿童福利
院留守儿童和老年群体， 为他们
带去温暖与关怀。 开展助力首都
疫情防控工作， 结合首都疫情防
控实际， 联合各区开展慰问疫情
防控一线医务护理人员、 志愿者
和环卫工人等活动， 同时积极响
应北京市民政局号召， 为北京市

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和北京市
第一社会福利院捐赠防疫物资，
为首都疫情防控工作加油助力。

据北京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截至2022年12月，北京
市温暖基金会“公益班车”项目共
开展108场活动，累计资金支出达
221万余元， 累计帮扶慰问1.7万
余人。该项目先后获得“第四届北
京市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品牌银
奖”“首批全国工会联系引导社会
组织服务职工优秀项目”等荣誉。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北京邮政朝阳区分公司机关工会
组织开展了以“大展宏兔 前兔似
锦”为主题的趣味游乐会。

此次趣味游乐会安排了6个
有趣味、有体验、有精彩的游艺活
动。“精准圈套”需要准确与技巧、
“掌上明珠” 要求大家过关斩将、
“投壶掷箭” 难度最大、“一锤定

音” 敲响了新春的序曲、“定位妥
投”充满了邮乐情怀、“精彩猜迷”
让职工头脑风暴了一把。 每个参
加者可根据比赛成绩领取相应的
奖券，兑换不同的纪念品。活动现
场异常火爆， 职工们依次加入到
每个游戏中一决高下、一展风采。
通过趣味活动， 让职工在紧张的
工作之余得到了身心的放松。

经开区化解劳动纠纷“小事不出厂，大事不出区”
朝阳邮政机关工会开展职工游乐会

2022年共开展26场活动 帮扶7700余人

市温暖基金会“公益班车”6年帮扶1.7万余人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服务
中心 （以下简称 “保障中心 ”）
获悉 ， 2022年第四季度， 暖·互
助 “二次报销” 已于2023年春节
前全部打款完毕。 此次受助职工
114.14万人 ， 119.52万人次 ， 受
助金额1.28亿元， 比2021年同期
增加5.33万人， 4.36万人次。

据介绍， 暖·互助 “二次报

销” 工作是市总工会服务全体在
职工会会员的品牌项目， 普惠全
市所有持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
职工， 内容涵盖门诊、 住院、 特
病等方面的保障， 对职工在北京
市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的 “自付
一” 部分， 扣除起付线后， 按比
例20%进行 “二次报销 ”， 最高
互助金额200653元。

据了解， 暖·互助 《在职职

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 》 开展以
来， 受到职工群众的广泛欢迎，
职工的医疗负担得到有效缓解 。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保 障 中 心
将持续做好主责主业 ， 扩大覆
盖面、 提高保障力度， 持续推进
“我为职工 办 实 事 ” 工 作 ， 切
实帮助职工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为职工构建起有效的抵御因病致
贫返困的屏障。

去年四季度超百万职工受益暖·互助“二次报销”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雅欣） 近日， 怀柔区总工会推
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会员专享
系列活动，该区工会会员可在“北
京工会12351”手机APP参与线上
预定。

此次活动中，10家企业的特
色产品走进怀柔区职工的视野，
包括果脯、豌豆黄、驴打滚、冰糖
葫芦、 有机板栗仁等京味小吃和

深受职工喜爱的产品。 活动采用
线上预定，快递到家的方式。

据介绍， 为把党和政府的关
怀、 工会组织的温暖及时送到广
大职工群众心坎上， 怀柔区总工
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全面推进
非公企业复工复产。经统计，2022
年年初至今， 该区总工会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 投入资金37万余元
慰问受疫情影响企业困难职工

2500人次；投入资金16万余元，开
展春节赏梅花和五一游园服务，
覆盖企业30家，服务职工15366人
次；投入资金184万余元，开展慰
问疫情防控一线人员活动， 服务
职工30500人次 ； 投入资金40万
元， 慰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164
人次；投入资金40万元，组织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健康体检，服
务500人次。

怀柔工会推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专享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近
日， 海淀区总工会与北下关街道
总工会联合开展关心关爱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 城市建设者冬季送
温暖活动。

活动中， 慰问团一行与环卫
工人和快递员、 送餐员等新就业
态劳动者们亲切交谈， 叮嘱大家
要做好安全防护，注意劳逸结合，
并认真倾听他们的工作、 生活情

况以及对地区发展建设的建议。
随后， 该街道总工会为他们送上
价值5万余元的“大礼包”，礼包中
不仅有饺子、卤蛋、火腿肠等方便
食品，还有口罩、发热围巾等日常
物品。 职工们收到慰问品高兴地
说：“工会真是太贴心了， 时时刻
刻惦念着我们。 我们一定继续努
力工作，以此为动力，为地区发展
‘添砖加瓦’。”

北下关街道总工会为一线职工送“大礼包”

受助金额达1.28亿元 比2021年同期增加5.33万人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延庆区总工会组织志愿者对该区
公安局所辖30个站所659名一线
工作者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把价
值13万余元的米、面、油等慰问品
送到职工手上。

延庆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传递了工

会组织的关心关怀， 同时增强了
职工凝聚力、号召力，让职工以更
加昂扬的斗志、 饱满的热情投身
到一线服务工作中去。“感谢工会
组织的关心关爱， 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们会继续努力奋斗， 用实际
行动在本职岗位多作贡献。”职工
们表示。

延庆区总工会慰问公安系统一线职工

“感谢工会雪中送炭！” 近日， 北京公交第三客运分公司第十四
车队党政工团联手为困难职工送去慰问金， 尽全力解决职工实际困
难，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投入工作中。 本报记者 于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