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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信工会
开展“三个走进”集中调研周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黄正良）连日来，杭州持续

高温，为进一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带着对酷暑中坚守岗位一线职工们的敬

意和关怀，杭州市经信工会于7月29日-8月

2日开展了“三个走进”集中调研周活动，驱车

数百公里，奔赴重点工程、码头港口等11家单

位，“走进车间工地、走进一线职工、走进基层

工会”，认真倾听职工心声，落实破难攻坚课题，

努力为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在 200 公里外的千黄高速工地第 5 和第 6

标段，一线职工的作业面临着生理和心理双重

“烤”验，市经信工会主任吴立红向职工们送去

高温慰问品，在职工食堂和宿舍，调研组与农

民工家属、小候鸟们亲切交谈，调研组了解到，

目前防暑降温和劳动安全措施都比较到位，职

工们对收入和生活条件都很满意，但因标段地

处偏僻，文化生活比较单调，调研组当即和建

设指挥部商议了国庆前夕送文艺、送演出的相

关细节。在嘉兴嘉港物流公司、建德十里埠

港、东洲国际内河港，调研组慰问了在高温下

作业的码头工人，深入了解河运、海运在“长三

角一体化”中的战略地位，为解决嘉港物流公

司农民工希望在当地免费读大学的愿望，调研

组实地赴嘉兴平湖电大考察商谈，达成了办学

合作协议。在杭州移动分公司，调研组考察了

“职工之家”软硬件建设，充分肯定了“好导师

养成记”、班组建设“牵手行动”以及子女关爱、

青年关爱、精神关爱等一系列工会工作的好载

体好做法，并对企业下一步开展“EAP”员工健

康关爱行动给予大力支持。

通过集中调研周活动，市经信工会将进

一步在系统内弘扬工人阶级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的主力军作风，进一步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增“三性”去“四

化”，推动经信工会主题教育达到“服务大局

能力更进一步、服务职工水平更进一步、服务

基层效果更进一步”的成效。

市工业工会
开展书画摄影微视频评选

本报讯（通讯员 金蕾）近三个月以来，市

工业工会配合市总工会举办的首届杭州职工

文化节，积极开展系统内部的职工书法、绘画、

摄影和微视频的作品征集。经过三个多月的

广泛发动，系统职工创作热情高涨，共收集到

了来自系统基层工会和一线职工的书法作品

45幅，绘画作品27幅，相机类摄影作品80幅，

手机类摄影作品48幅，微视频作品28个。

本次评选活动，工业工会专门邀请了西泠

印社理事、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李早等六名专家

评委，用整整一天时间，对所有的参赛作品分

类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评价和选取。最终每个

项目都评出了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

专家评委一致认为，这些艺术作品大都令

人耳目一新，从独特的视角展示出了普通职工

的工作、生活状态，从中可以更好地了解一线

职工，也有利于工业工会今后服务职工、服务

基层、开展活动时更有针对性。

市教育工会
到临安开展高温慰问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晋）8月8日下午，由杭

州市教育工会主席王文贺带队一行 4 人赴昌

化人民医院开展了暑期慰问活动。临安区区

委常委、杭州市教育工会兼职副主席、杭州师

范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潘宁通，杭州师范大

学附属医院工会主席黄峰等出席慰问活动。

市教育工会组织开展“暑期慰问”活动，采

取走访慰问的形式，对高温酷暑天气下，下沉

到基层、坚守工作岗位的职工进行慰问，及时

送上组织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关怀。王文贺一

行先后来到昌化人民医院内科、放射科、超声

科，全面了解高温天气下各下沉专家工作、生

活情况，并为所有专家送去了清凉、防暑品。

慰问过程中，王文贺还对昌化人民医院的学科

建设、业务工作、人才梯队、医联体建设等情况

进行了调研。

潘宁通在慰问时强调，通过杭师大附院

专家的下沉帮扶，昌化人民医院医疗服务能

力、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医生专业技术得到

加强，总体呈现“医院得发展、群众得实惠、政

府得民心”的共赢局面。

市发改农林工会
推选“市属福利院十佳护工天使”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振翔)为进一步提升

护理工作者的职业形象和社会认同感，杭州

市开展 2019 年度杭州市“市属福利院十佳护

工天使”推选活动。经推荐申报、评审公示，

决定授予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王桂芬等 10

名同志为 2019 年杭州市“市属福利院十佳护

工天使”荣誉称号。

当前杭城老龄化、空巢化的形势日趋严

峻，护理行业尤为重要，加快护理人才队伍建

设，提升队伍专业水平在当下尤为关键。杭州

市发改农林工会积极深挖护理行业内涵，在成

功举办九届养老护理员大赛的基础上，2019年

开展了杭州市“市属福利院十佳护工天使”选

树活动。市发改农林工会通过在全社会寻找、

挖掘、表彰“十佳护工天使”，营造人人尊重、理

解、关心、关爱护理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氛围，

提升服务人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认同感。

通讯员 陆志瑛 夏茜

“三伏”酷暑正当时，今年下城区总工

会深入基层，开展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夏季五送清凉”活动，为高温天坚守在

一线岗位的职工送去清凉的问候，带来工

会“娘家人”的关怀与慰问。

关爱“送慰问”。今年盛夏一开始，区

政府领导和区总工会领导分赴重点工程、

环卫交警、高温作业企业和重点企业等现

场走访慰问一线职工，为两万余名职工送

去价值 110 余万元的防暑降温慰问品。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室关明副

所长一行在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徐前、杭

州市总工会副主席杨洪富、下城区政协副

主席周钢等领导陪同下，走访慰问浙江顺

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基层员工，代表工会为

奋斗在一线的快递员们送去清凉慰问。

领导们关切嘱咐广大职工要劳逸结合，注

意保重身体。并要求相关单位要进一步

落实好防暑降温相关措施，对特殊作业的

人员要合理安排作息时间，避开高温时

段，避免因高温引发安全事故，切实保障

每位职工的身体健康和安全。

联动“送安全”。夏季是各类安全事

故的高发期。区总工会、街道总工会二级

工会纷纷开展“送安全”系列主题活动。

石桥街道总工会专门邀请安全管理专家

举办消防安全知识提升培训班，对辖区内

10 余家安全管理重点单位进行集中培

训，以消防演练和知识讲解的方式，进一

步加强大家对灭火器实际操作技巧的了

解，切实提高他们火灾防控能力和应对突

发事件的处置能力。长庆街道总工会开

展“远离事故，共建安全和谐企业”安全宣

传月活动，推动消防安全知识进社区、进

企业，着重对急救知识、消防逃生、安全管

理及安全教育进行培训，使大家能够将消

防安全人人有责、消防安全人人遵守的理

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保障夏季安

全生产。

贴心“送健康”。为提高社区居民的

健康意识，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

打造健康的生活环境，区卫健局工会积极

组织局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

结合夏季的季节特点，为广大职工送去夏

季“清凉”保健服务。东新中心医疗队走

进街道和建筑工地，提供测血糖、量血压、

做颈动B超等免费医疗服务，为150余名

冒着酷暑辛勤工作的劳动者送去健康保

障。文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队前往杭州

市医保局，现场为工作人员提供冬病夏治

三伏贴、推拿义诊、家庭医生签约等形式

多样的上门健康关爱活动。天水武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走进楼宇写字楼为白领

们提供《十二经络与养生》健康讲座，还现

场教授他们穴位按摩方法，大家参与度极

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通过保健知识讲

座的开展，进一步提高白领们对身体健康

的认知能力及自我保健意识。迄今为止，

下城区总工会联合区卫健局工会共为28

家单位送去健康上门服务，举办健康讲座

6场，为一线员工带去近2万元的防暑降温

清凉药品，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广大一线

员工带去暖人心的夏季健康大礼包。

宣传“送法律”。为进一步提高广大

职工的法律意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下

城区总工会不定期组织职工开展法律宣

传咨询活动，着重推进法律宣传进基层、

进社区、进企业，使近千名一线职工群众

受益。东新街道总工会开展“尊法守法·

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咨询活

动，以“三送”契机，向广大农民工发放法

律知识宣传手册，展示法律知识图板，提

供法律咨询，使广大农民工的法治意识得

到进一步提高。天水街道总工会积极开

展“法律服务送职工”法律咨询周活动，为

辖区企业职工提供义务的政策、法律咨

询，为推动下城和谐劳动关系创建起到积

极的作用。

慰问“送爱心”。下城区总工会一直

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为确保困

难群众平稳度夏，区总工会积极行动，对

区内 100 余名困难群众进行上门走访慰

问，为困难群众送去了实用的夏季清凉物

品，把工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里。下

城区总工会将继续做好“金秋助学”、“春

风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困难帮扶活动，真

心实意地为困难群众解难题、办好事、办

实事，让他们在酷暑之中能够得到“娘家

人”的温情慰问。

炎炎夏日送清凉，点点关怀暖人心。

多年来，“送清凉”高温慰问活动是下城区

总工会每年夏季坚持开展的常规工作。

一份清凉，一份关怀，一份爱心，下城工会

为一线职工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关怀与清

凉，完美阐释了工会服务职工、服务群众

的理念，用实际行动为推进全域中央商务

区建设、打造世界名城一流核心城区的新

下城助力。

心系职工情 五送暖人心
——下城区总工会开展多种形式夏日送清凉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钰哲）8月9日，市春

风办、市卫建委、市残联和浙江绿城慈善

基金会共同举办“春风行动·心理关爱”课

堂，为200余名职工群众带来了免费的心

理健康讲座。

本次心理课堂由杭州市第七人民医

院情感障碍科主任谭忠林主讲，他的讲座

题为“管理情绪 塑造人生”。“如果把时间

拉长到人的一生，抑郁症的发病率达20%，

而我们对抑郁症的了解却远远达不到这一

比例。”一个多小时的讲座中，谭忠林从自

己遇到的病例说起，结合翔实的数据案例，

和职工群众分享了正确认识抑郁症、如何

防治抑郁症、如何管理自己情绪等内容，并

让职工群众现场体验心理状况测试，让职

工群众更清晰地了解自身心理状况。

我感觉情绪不太对，该如何减轻心理

负担？生活中遇到了烦心事，有谁可以倾

诉呢？2018年5月1日，杭州市职工心理

关爱 24 小时服务热线 88995151 正式开

通，当职工在工作学习、人际关系、子女教

育、恋爱婚姻等方面有疑虑困惑时，都可

以拨打服务热线，与专业团队沟通交流。

热线作为职工的“知心朋友”和“身边的咨

询师”，致力于倾听职工的困难和困惑，对

职工进行有效疏导释压，提供专业有效的

心理帮助。

除了心理热线，位于杭州市职工服

务中心的工会职工心理关爱咨询工作室

也已经建成开放。该工作室主要提供心

理测评和个体咨询，定期邀请各类志愿

人员如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指导师、律

师、调解专家等参与职工心理求助，并面

向基层工会接受预约，提供压力管理、心

理危机干预等有关职业心理健康的讲座

和培训服务。

此外，杭州市职工心理关爱服务工作

还将依托“杭工e家”APP、工会网上服务

大厅和杭州工会微信公众号平台，开通线

上心理咨询、面询、培训预约、微课堂讲

座、心理健康知识科普等服务。同时加强

工会职工心理关爱志愿者队伍建设，使职

工心理关爱服务真正深入人心，实现职工

心理“释压松绑”。

市春风办举办心理关爱课堂

临安工会干部和工会志愿者积极参与抗台中心工作，公安、消防、电力、交通等战线的干部职工，冲在
救灾救险一线，合力抢险救援。 （郑涛）

钱塘新区总工会主席虞付月、团工委副书记金灵华带
队现场了解安置人员、物资准备及人员管理等情况，学林街
小学安置点共安置浙一建民工130多人，安置人员情绪稳
定，秩序良好。 （徐霞丽）

南苑街道总工会辖内联合工会志愿者来到楼宇帮助受灾人员，排
水清理。 （耿玲菊）

长庆街道总工会工会工作者坚守岗位，在辖区新华坊
社区国信房产大楼地下停车场入口处预备沙袋做好防洪抗
台工作，并在小区内巡逻排查险情。 （章柯清）

花港管理处工会提前对花港公园、南山路、苏堤公园等
可能受到台风影响的临湖行道树进行支撑，共计出动人员
近150人次，支撑毛竹、钢管等近1300根。 （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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