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祝福送职工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温暖慰问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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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节”送温暖普惠广大职工
重点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过去的一年大家辛苦啦！
有什么想法和需求， 只管对工会
讲 ， 工 会 永 远 是 职 工 的 ‘ 娘
家’。” 2023年 “两节” 期间， 为
关心关爱广大职工， 密云区总工
会开展2023年 “冬送温暖” 慰问
活动， 各级工会工作人员前往全
区各行各业岗位一线， 为广大职
工送去慰问品。 该活动累计慰问
职工8000余人。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 ， 充分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
用，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广大
一线职工的心坎上， 为全区各行
各业复产复工提供强有力的保
障， 密云区总工会开展 “关爱职
工 冬送温暖 ” 活动 ， 先后看望
慰问了医护人员、 环卫工人、 户
外劳动者、 外来务工人员及农民
工等群体。

“一年来， 各行各业广大一
线职工恪尽职守， 强化担当， 坚
守岗位，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尤其是远离家乡的来密务工人员
及农民工，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
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充分体现了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和工匠精神， 为密云各项事
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慰
问过程中， 密云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赵秦岭对他
们过去一年的辛勤付出表示感
谢， 并了解他们的工作、 生活情
况和实际需求， 叮嘱大家一定要
注意防寒保暖， 做好个人防护。
同时希望广大一线职工在新的一
年里继续发扬优良传统， 工会永
远是大家最坚强的后盾、 最温暖
的 “家”。

与此同时， 密云区各基层工
会纷纷行动起来， 以实际行动把
工会组织的温暖慰问送到职工的
心坎里。 其中， 果园街道总工会
专职副主席肖金敬走访慰问社
区、 企业困难职工44人， 为他们
送去慰问金2.2万元，鼓励他们坚
定信心，乐观进取，鼓足勇气面对
生活的挑战； 鼓楼街道总工会深
入辖区6个企业，为一线职工送去
鸡蛋、牛奶等物资共计180份； 密
云区园林绿化局工会对130名职
工进行慰问 ， 为他们送去米 、
面、 油等生活必需品； 密云区教
育工会面向广大教职工广泛开展
走访慰问活动， 做到“走一走、看
一看、聊一聊”，给教职工送去节
日慰问品和新春的祝福， 并及时
帮助教职工解决 “急难愁盼”问
题，真正发挥“娘家人”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密云区总工
会在“冬送温暖”慰问活动期间，
启动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温暖
慰问活动， 为辖区2000余名快递

员、 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送去保温杯等慰问品。 “夏天的时
候，工会给我们送清凉，还安排我
们进行健康体检。到了冬天，又给
我们送来保温杯 ， 真是太暖心
了。 ”收到慰问品的美团外卖员于
德力告诉记者， 在感受工会温暖
的同时， 他也在动员身边的同事
们积极加入工会组织。未来，将把
这份温暖融入到工作当中， 努力
为客户做好服务。

据悉， 在过去的一年里， 密
云区总工会聚焦网约车司机、 快
递员、 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推广普及“北京i会员”扫码入
会方式，确保职工即时入会、即享
服务， 实现工会组织体系向下延
伸， 最大限度吸引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同时，结合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分散灵活、 流动
性大、工作弹性的职业特点，在临
街餐厅、 房屋中介等场所暖心驿
站，为职工提供饮水、热饭、休息、
充电、如厕等服务，尽力解决职工
“急难愁盼” 问题， 使暖心驿站
成为党的政策宣传站、 工会会员
发展站和职工群众服务站 。 此
外， 根据职工实际需求， 该区总
工会开展的 “夏送清凉”、 健康
体检等活动更是深受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们的欢迎。

密云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
务副主席晁怀新表示， 下一步，
密云区总工会将持续关爱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 ， 推动工建服务党
建， 继续提供精准化服务， 不断
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
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品牌活动反响热烈
服务职工“欢乐过大年”

1月9日至15日， 密云区总工
会启动 “工会服务惠万家， 职工
欢乐过大年” 活动， 职工可通过
线上预约的方式， 免费领取包含
13类、 共计7000份的新春年货。

据了解， 为落实北京市总工
会在 《全市系统开展的 “我为职
工办实事” 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

的通知等文件要求， 按照 “全覆
盖、 普惠制、 信息化、 实名制、
社会化、 项目制” 方式， 密云区
总工会积极宣传推广密云优质农
产品 ， 让职工在节日中享受快
乐、 实惠。

今年， 该活动依旧面向全区
持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在职职
工 ， 职 工 可 通 过 “ 北 京 工 会
12351” 手机APP客户端 、 12351
职工服务网进行线上预定， 且每
人每张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只限
参加一个项目。 13类暖心年货包
含 “新春文化礼包”、 运动健身
券、 花卉盆栽以及柴鸡蛋、 山楂

制品礼盒、 农副产品礼盒、 蜂蜜
礼盒等密云区特色农产品。

预定成功后， 职工可持工会
会员互助服务卡， 在1月11日至
15日期间， 前往各规定地点扫码
验证领取年货。 职工未在规定时
间内领取、 领取后未在规定时间
内享受服务， 则视为自动放弃。

在领取新春年货的现场， 一
位职工非常高兴的说， “我特别
兴 奋 ， 抢 到 鸡 蛋 了 。 ” 据 悉 ，
“工会服务惠万家 职工欢乐过大
年” 活动， 是密云区总工会多年
持续开展的服务品牌， 职工参与
的积极性非常高涨， 也深受广大

职工的喜爱和好评。
此外， “两节” 期间， 密云

区总工会以 “践行乡村振兴战
略、 服务密云区总工会会员、 助
力密云优质农品宣传销售” 为原
则， 联手密云区邮政分公司共同
开展 “欢度新年 喜迎春节 ” 主
题购物活动。

“该活动采用线上抢券的方
式， 发放1375张百元券和1250张
50元券， 中奖职工可通过 ‘邮会
万家’平台选购商品，使用该券。 ”
工作人员介绍， 该活动依旧以服
务职工和助力农民增收双主题，
让广大职工和农民群众在节日中
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服务职工与助农增收同行
乡村振兴增添“工”力量

“柴鸡蛋来自北京星火原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楂制品礼盒
购于北京御地鑫红种植专业合作
社、 荆花蜂蜜礼盒产自北京奥金
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这
些 ， 都是密云当地的特色农产
品 。 ” 工作人员细数 2023年度
“工会服务惠万家， 职工欢乐过
大年” 活动所涉及的新春年货，
均来源于密云本土本乡。

北京潼玉华硕农产品产销专
业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 位于密
云区巨各庄镇后焦家坞蔬菜园
区， 是一家 “互联网”+“农业”+
“农户”+“文化”四位一体的新型
电商型合作社。 “今年，我们第一
次与工会组织合作， 他们免费向
职工发放的500份 ‘冰激凌红薯、
玉米礼盒 ’ 就是出自我们合作
社。 ”该合作社负责人毛凤玉告诉
记者， 合作社共有社员101人，产
品主营密云本地自产优质农产
品，包括原味西红柿，湖中鱼，环
湖粮，平原菜，林上果，林中蜜，林
下木耳和赤松茸等200余种。 2022
年， 该合作社全年销售额4000.6
万元，直接带动密云地区540余户
种植户，户均增收4800元。

看着广大职工吃着自家品牌
的农产品，且好评如潮，毛凤玉笑
着说，“与工会的深度合作， 一方
面带动着农产品销售， 另一方面
也让农户们倍感自豪。 ”未来，他
们将继续深耕品牌特色产品，把
更多优质农产品送到职工餐桌。

北京农鑫源农产品产销专业
合作社已连续多年与密云区总工
会进行合作， 该合作社主营的各
类五谷杂粮、 新鲜果蔬系列优质
农产品，曾多次通过“工会服务”
的方式送到全市职工手中。 “以此
带动365家农户和8家合作社实现
增收。 ”工作人员统计，自2021年
至今， 密云区总工会服务职工订
购农副产品累计150万元，同时搭
建朝密两区对接平台， 累计销售
农副产品超过610万元。

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近年
来， 密云区总工会所有慰问活动
所涉及的各类物资均选自密云区
本土企业或农民合作社。 “我们
在服务职工的同时， 也希望用实
际行动助力本地农民增收和乡村
振兴事业。” 赵秦岭表示， 希望
在工会组织的助力下， 能有更多
人宣传和推广密云区优质农产
品， 吸引更多人关注和支持密云
区乡村振兴事业。

今后， 密云区总工会将继续
加大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
力度， 同时不断扩大服务范围，
让更多的职工享受到工会的精准
暖心服务。

———密云区总工会服务职工温暖过冬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王路曼

工会服务在身边暖暖暖暖暖
“关爱职工冬送温暖”慰问一线职工活动举行

欢声笑语辞旧岁， 暖意
融融迎新春。 2023年年初 ，
密云区总工会开展多项特色
服务活动， 助力职工暖心过
冬。“两节”期间，“冬送温暖”
活动慰问广大一线职工、困
难职工、 劳模先进等群体；
“工会服务惠万家，职工欢乐
过大年”等特色品牌活动，深
受职工欢迎； 探索服务职工
与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的有机结合， 工会暖心服务
再上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