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 关爱 维权

万州 第一时间送温暖。自春节

开始，由万州区总工会领导带队，分赴
建档困难职工家中开展慰问。共打卡
发放慰问金40万元，送去7.1万元的慰
问品。多方筹措为患尿毒症的职工送
去应急口罩。同时，继续开展建档困难
职工子女助学成才计划，共筹集12万
元安排36名建档困难职工子女寒假期
间开展实习工作。

渝中“爱心礼包”送企业。疫情

发生以来，渝中区各级工会慰问防疫
一线医护人员及其家属、困难职工，发
放慰问金50余万元；累计向基层工会
拨付80余万元资金补助，专项用于疫
情防控。面对住宿、餐饮行业疫后复
苏乏力困境，该区总工会向辖区74家
住宿、餐饮行业企业职工送去“爱心礼
包”，发放慰问金64.5万元。

沙坪坝 加急办理互助金。在职

工保障互助重庆办事处的指导下，做好
职工互助保障续保、互助金申领等业
务，加急办理疫期互助保障。畅通疫期
互助保障办理“绿色通道”，为24家单
位续保，金额16.4万元，39人申领互助
金，金额21.6万元。对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的会员按照1万元/人标准发放慰
问金，让职工多一重健康保障。

南岸 牵头成立慰问组。由区总

工会牵头组成慰问组，对南岸区一线医
护人员家属进行慰问，将慰问金、慰问
信以及口罩等慰问品送到他们家中，并
将在走访慰问中收集到的医护人员诉
求，整理后提交南岸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
办公室。慰问组分8批慰问了医护人
员家属共计240户，发放慰问金72万
元、口罩10030个。

江津 职工企业“双维护”。构建

“1+1+3”工作模式稳定劳动关系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即组建1支工会志愿律
师服务队，主动对接企业和职工需求，
免费提供法律和政策咨询服务，调解处
理劳动关系问题；下沉1支集体协商指
导员流动工作队，聚焦疫情防控期间集
体协商九大重点，指导企业、职工做好

“1+3”集体合同签订工作，全力维护职
工队伍总体稳定和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畅通3个服务快线，拓展复工复产企
业、职工诉求渠道，开通心理疏导、困难
帮扶快线，畅通“12351”法律服务热
线。

大足 召开协商座谈会。深入多

家企业宣传集体协商工作，组织召开集
体协商座谈会；结合“千名律师服务职
工在基层”活动，组织公益律师和各基
层工会开展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保护和
抗疫法治宣传；组织开展防疫知识竞
赛、录制宣传视频，团结动员广大职工
共克时艰。

石柱 送去复产慰问金。3月10

日，县总工会深入工业园区，走进复工
复产的重庆骏达木业有限公司和重庆
东韵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指导企业疫
情防控和恢复生产工作，并为一线企业
送去了慰问金4万元。总工会负责人
要求企业在复工复产中要做好疫情防
控，关心爱护职工，切实保障职工身体
健康。

两江新区 将关爱落到实处。疫

情期间，两江新区总工会走访慰问6个
一线单位、8个街道、5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2000余人，发放慰问金约300万
元，并联合市职工保障互助会向辖区内
5家会员单位发放口罩1000只，将对
职工的关爱落到实处，让“娘家人”的温
暖在职工心中产生。

国网重庆电力公司 缓解焦虑
办法多。工会充分发挥职工诉求服务
中心作用，收集员工诉求236件，解决
233件。组织工会干部转发让员工收
听系列心理抚慰公益直播和心理讲座；
与萨提亚重庆教育与应用中心合作开
设心理援助热线，开展2020年员工心
理辅导“抗疫阳光心理健康行”活动；携
手北京专业公司搭建生涯规划测试大
数据云平台，为员工子弟高三学生进行
专业系统的生涯主题测试。

关键词 复产 就业

大渡口 协调解决运输难。疫情

期间，区总工会积极协调区交通局、重
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交港
口三方单位，解决了重庆国际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产品的运输问题，推动了中交
港口及时复工；组织区美发协会志愿者
走进工业园区免费服务企业职工，让职
工找到一份特殊的关爱。

巴南 派出专人促生产。区总工

会派出机关2名工作人员参加全区疫
情防控工作专项督查，走访企业200余
家，指导企业复工复产并落实相关防护
措施，帮助企业和职工解决工作中的困
难和问题，做到防疫和生产两手抓；派
出机关2名工作人员到企业开展劳动
保护、职业病防治大检查，对存在的问
题提出整改意见，确保企业安全生产。

长寿 志愿理发进企业。开展志

愿理发进企业服务，解决职工“头等大
事”，发动26名理发师志愿者为经开
区、高新区300余家复工复产企业的
5570名职工开展义务理发；积极参与
防控督导，区总工会服务发展科抽调
21名工会志愿者组成企业复工复产疫
情防控督导组，对41个复工复产企业
进行疫情防治督导，确保企业疫情防控
工作落到实处。

永川 线上线下忙招聘。通过线

上线下多渠道方式帮助企业解决用工
难题，帮助企业联系用工平台，结合永
川区春风行动，联系永川招聘网、永川
茶竹网、永川头条等网上招聘平台帮助
企业免费发布招聘信息，协助企业做好
空缺岗位招聘信息发布等工作，拓宽企
业用工和职工就业间的信息互通渠道，
进行线上用工招聘；联系23个镇街，利
用“村村通”扩大招聘宣传，加大本地人
员招聘力度，为企业解决用工需求问
题。

铜梁 深入企业抓复产。在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前提下，积极协助全区疫
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辅材辅料企
业、群众生活必需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
民生企业科学有序分期分批复产复工；
工会选派300名余名党员突击队员、工
会法律工作者深入庆兰实业、天齐锂
业、安碧捷科技等505家企业开展现场
检查，督促企业抓好日常防疫工作，帮
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保障安全生产。

开州 多措并举促发展。4月17

日，为承租工会资产的工会宾馆减免2
月至4月房租共计1.3万余元；紧紧围
绕疫情期间复工复产、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等法律知识，“五一”前夕，区总工会
策划推出系列职工权益维护法律知识
宣传片；5月，区总工会将启动关爱职
工心理防“疫”活动，选聘专业心理健康
服务机构为广大职工群众提供免费电
话咨询、现场心理疏导、知识讲座等。

梁平 狠抓复工暖民心。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指导和帮助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区工业园区总工会对园区
170家企业实行领导包片区，服务专员
包企业，实地指导开展防控宣传、人员
排查、体温检测、防疫消毒等防控措施；
帮助企业联系购买防疫物资、准备复工
复产申报资料、协助返程员工出行申报
等，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有力保障了
职工安全防护和企业复工复产。

武隆 多方协调抓就业。区总工

会先后与浙江义乌、山东济南等多地了
解返岗复工政策，通过返岗就业一批、
就近就业一批、推荐就业一批、指导创
业一批“四个一批”方式，组织引导农民
工返岗复工，优先录用贫困户就业。目
前，全区返乡农民工中计划外出务工
26041人均已外出务工，贫困人口已外
出务工15426人，开发岗位1000余个，
湖北返武隆就业创业761人。

秀山 走进企业搞调研。县总工

会多次走进企业开展走访调研，了解企
业复业复产情况，与企业主、职工深入
交流，了解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和职
工实际需求，提出帮助解决的意见建议
12条；开展疫情期间的工资集体协商，
保障好企业方和职工方的合法权益，协
助企业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建设。

万盛经开区 协助解决资金难。
向企业宣传各银行推出的“抗疫贷”“复
工贷”等贷款品种并争取银行简化贷款
流程，并尽快落实。协助企业获得“一
企一策”相关扶持政策，落实援企稳岗
补贴资金，万盛煤电化园区煤化有限公
司在疫情期间积极作为，负荷正常生
产，并坚持少裁员，获得万盛经开区首
批援企稳岗补贴资金1100512元。

大唐重庆分公司 快马加鞭保
供电。为全力保障复工复产时期的重
庆地区用电，大唐重庆分公司彭水水电
公司职工代表积极献策。工会组织开
展发电量争创劳动竞赛、机组检修专项
劳动竞赛、“我为春检做贡献”等活动，
实现了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一季度彭水
水电站发电量同比增加30.65％，创历
史同期最高纪录。

关键词 扶贫 解困

涪陵 无偿帮助贫困户。区总工

会全体帮扶干部以电话或微信的方式，
与结对的荔枝街道金竺村37户贫困户
开展经常性联系，发送科学防疫知识，
督促做好居家防护和个人防护。同时，
千方百计挖掘消费潜力，扎实开展消费
扶贫，无偿帮助贫困户、村社农户销售
蛋类、鸡鸭等农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42663.4元。

城口 防控脱困两不误。统筹推

进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确保疫

情防控与解困脱困两不误。对17户全
国级建档困难职工、7户市级建档困难
职工全覆盖电话回访并抽访了部分已
脱困职工，没有发现刚脱困职工返困或
在档的职工解困脱困难度加大的现象。

忠县 精准扶贫有作为。组织50

个基层工会组织近600名会员，相约
新立镇开展柑橘采摘消费扶贫活动；
引导基层工会积极消费，鼓励各基层
工会将推广“以购代捐、以买代帮”模
式，广泛动员广大职工积极购买贫困
户农副产品，切实解决农副产品销售
难题，真正实现农户在增产的同时实
现增收。全县各工会组织已开展消费
扶贫活动63次，采购各类农产品价值
135万余元。

酉阳 扶贫工作回头看。3月24

日－25日，县总工会12名帮扶责任人
深入贫困户家中商讨产业发展及增收
方式，进一步巩固脱贫举措，认真宣传
贯彻爱国卫生运动和摘帽不摘责任、摘
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
监管的“四不摘”政策；4月15日，县总
工会12名帮扶责任人认真开展“两不
愁三保障回头看”工作，实现系统、档卡
与贫困户家庭实际情况三对照。

关键词 劳模 劳动

北碚 各级劳模显担当。组织各

级劳模在组织宣传、协助排查、复工复
产等方面充分发挥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和工匠精神，怀着“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
知识宣讲、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等不同
的方式积极踊跃的参加本地区、本单
位的疫情防控工作。

渝北 评先评优有倾斜。今年区

总工会在评选劳模、五一劳动奖等荣誉
中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
位、个人，予以定向倾斜。优先推送防
疫抗病突出职工——区疾控中心党委
副书记、主任黄中，两路派出所教导员
曾淑俊等为全国劳模候选人；推荐的渝
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渝北区卫生健
康委荣获重庆五一劳动奖状，重庆市公
安局渝北区分局两路派出所、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检验科
荣获重庆市工人先锋号。

云阳 义务劳动遍城乡。“五一”前

夕，县总工会下发了《关于倡议全县机
关职工开展义务劳动的通知》，要求从
5月起，全县各基层工会要积极组织干
部职工结合城市基层党建共驻共建、卫
生文明城市创建和城市提升工作到相
关社区开展义务劳动；结合脱贫攻坚工
作到帮扶乡镇（街道）、村（社区）、贫困
户参加义务劳动；结合家庭和学校劳动
教育，开展亲子劳动。

奉节 技能大赛强信心。县总工

会突出交通、水利、营商环境“三大会
战”等重大战略，聚焦“鼓干劲、保质量、
补损失”，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的支
持，顺利启动奉节县2020年度“夔州工
匠”劳动技能大赛，引导广大职工群众
积极投身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潘锋 图片由市总工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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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筑梦·榜样同行

当好职工“娘家人”战疫复工“两不误”
全市工会系统全面行动共克时艰

忠
县
总
工
会
组
织
消
费
扶
贫
活
动

永川区侨立水务公司给水池消毒保证用水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我市各级工会迅速
行动，筑牢疫情防控篱
笆，作为职工的“娘家
人”，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

复工复产期间，我
市各级工会倾力一线，
协助企业促生产、解难
题，为企业生产经营持
续稳定发展出主意、想
办法，为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作出积极贡献。

南岸区江南能手余胜波正在对口罩生产机器进行维修

全力以赴完成好对口支援任务，市总工会定向捐赠 84 消毒液
12.5吨支援湖北孝感市

梁平区总工会调研企业口罩生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