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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关爱留津公寓职工系列活动启动

十大专项行动让留津职工温暖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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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Top News

时报讯（记者 王鸥 见习记者 李丹凝 孙
阳 摄影报道）近日，生态城党委办、总工会组

织开展慰问活动，为奋战在基层一线的职工送

上“暖心礼包”，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据了解，此次慰问活动涵盖在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贡献的医院、社区、环卫、

辖区派出所、Z4线项目工地以及部分区内企

业，为职工们送去营养品和防疫用品等物资，

也将生态城党委、管委会的关怀送到职工身边。

据介绍，生态城总工会（团委、妇联）将在春

节期间开展以线上活动为主的系列文体活动，让

职工们安心在生态城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下一步，生态城总工会将继续发挥“娘家

人”“知心人”“贴心人”作用，不断提升职工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记者昨日从滨海新区总工会获悉，为

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区总工会拓展职

工普惠领域，提升服务职工的精准度，持

续实施“职工重病关爱”“大病救助”“现场

救助”“会员卡专享保障”等帮扶政策，对

符合条件的在职工会会员实施普惠救助，

2020 年普惠帮扶资金超过 1600 万元，进

一步树牢了工会帮扶品牌，增强了职工群

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为患病职工“雪中送炭”

据了解，为有效减轻职工因病造成的

经济负担，去年新区总工会深化在职工会

会员大病救助工作，出资1千万元设立在

职工会会员大病救助资金，在《天津市总

工会关于设立在职工会会员大病救助资

金的实施办法（试行）》救助标准的基础

上，向下延伸覆盖范围，向上拓展救助力

度，对符合条件的在职工会会员实施普

惠救助，及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

到职工的心坎上。2020 年，救助新区大

病在职工会会员 514 人，救助资金达

1034.9万元。

“新区总工会大病救助政策的出台和

实施，让更多的职工受益，让受益的职工

获得了更多救助，切实解决患病职工的燃

眉之急，真真正正地为这些职工及其家庭

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

暖。”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让在职工会会员能够享受会员卡

提供的诸多保障，区总工会持续开展在职

持卡会员专享救助保障的续保和新持卡

会员投保工作。其中，经本市三级医院首

次确诊并住院治疗良性脑肿瘤、恶性肿

瘤、慢性肾衰竭（尿毒症）、重要器官移植、

白血病五种重大疾病的，给予一次性救助

1万元；遭受火灾造成家庭财产重大损失

的，按照损失额的 10%给予救助，最高 1

万元。2020年，共为302名持卡会员发放

专享救助保障金301.298万元。

与此同时，去年新区总工会还开展职

工重病关爱慰问工作，对因工伤、患职业

病或因病住院的在职持卡会员开展慰问

活动，及时把慰问金发放到职工手中。

2020 年，新区总工会对 2549 名在职工会

会员实施慰问，发放慰问金241.8万元。

帮助困难职工渡难关

近日，滨海新区退休职工李南为滨海

新区职工服务中心送来一面印有“服务热

情周到、工作快捷高效”字样的锦旗，对窗

口办事人员快速办理救助的热情服务表

示感谢。

原来，李南是新区一名退休职工，由

于爱人患病，医药费支出较高。在了解到

滨海新区职工服务中心窗口可以办理现

场帮扶后，李南便来到窗口咨询办理。当

时正值午饭时间，在详细了解了李南个人

及家庭的情况后，工作人员便放弃休息，

耐心细致地审批材料，并快速发放了救助

金，帮助她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渡过生活

难关。

其实，这仅是滨海新区总工会深化困

难职工现场帮扶救助工作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新区总工会不断深化工会改革，

设立职工服务中心，采取窗口化帮扶服

务，解决好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问题。

目前，新区已设立6个现场帮扶救助点，就

地就近开展现场帮扶，2020年现场救助困

难职工301人，发放救助金28.695万元。

拓展职工普惠领域 提升服务职工精准度

滨海新区总工会倾力打造帮扶品牌
■ 记者 张广艳 王鸥 报道

■ 去年，区总工会出资1000万元设立在职工会会员大病救助资金，全年
救助新区大病在职工会会员514人，救助资金达1034.9万元

■ 目前，新区已设立6个现场帮扶救助点，就地就近开展现场帮扶，2020
年现场救助困难职工301人，发放救助金28.695万元

日前，经开区总工会（团委、妇联）

联合公寓管理中心开展“助力疫情防

控、共建活力泰达”关爱留津过年职工

十大专项行动，让留津过年的公寓职工

温暖过年。

据了解，春节期间的关爱专项行动

包含十大项 22 小项的内容，涵盖送春联

和“福”字、送年夜饺子、送洗衣券、送欢

乐——云竞技、送年货——坚果礼盒等，

为职工送去实实在在的年货和祝福。

春节期间，经开区将做好困难职工、

特岗（高危、户外、低温作业）职工、抗疫一

线人员、劳动模范等群体的帮扶救助、关

心关爱和服务保障工作。同时，经开区将

加强疫情防控和职工健康管理工作，增加

防疫物资的发放，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加

大防疫宣传力度，引导职工进一步提升防

疫意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展安全和

健康教育，引导职工在假期规律起居、健

康饮食、安全出行。

此外，经开区总工会的咨询热线也将

24小时不停歇。节日期间继续积极推进

“线上办、不见面”劳动法律云服务工作模

式，为职工提供安全、法律、权益维护等咨

询，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记者 王鸥 见习记者 李丹凝 孙阳

时报讯（记者 王鸥 见习记者 李丹凝
孙阳）近日，新区教育工会积极开展活动，为

教职工群体送上工会温暖和新春祝福。

据了解，为丰富留津过年职工的精神文

化生活，春节期间，滨海新区教育工会准备了

丰富的迎新春系列活动，并组织开展摄影、征

文、书法三项“迎新春、展技能”大赛，让留津

教职工们共同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春节。

同时，新区教职工们积极响应留津过年

的号召，选择就地过年，并通过丰富的文体活

动充实自我、喜迎新年。其间，天津一中滨海

学校组织留津单身教职工开展“迎接小年”系

列活动，让留津过年的职工们感受来自工会组

织的温暖。教职工们参观国家海洋博物馆，共

同感受这座“海上故宫”的独特魅力。一场精

彩的地壶球大赛也火热进行，在激烈的比拼

中，职工们团结协作，赛出风采和友谊。

新区教育工会

为教职工送上“新春礼物”

生态城总工会

携“暖心礼包”慰问一线职工

慰问活动现场慰问活动现场

“

精彩的节目、多彩的活动、暖心的礼物……

“滨城”春节 亮点纷呈
“子去丑来腾锦绣，鼠归牛到

竞辉煌”，牛年春节马上就要到
了。今年，滨海新区许多企业的
外地员工积极响应疫情防控政策
就地过年。虽然远离家乡，但是
留在“滨城”过年却并不孤单。
精彩的节目、多彩的活动、暖心
的礼物将伴随他们度过一个难
忘的春节……

经过前期的充分准备和精心安排，

近日，滨海新区 2021 年春节联欢会顺

利完成录制，将于2月9日20:00与观众

见面。按照当前疫情防控的要求，参与

本场联欢会录制的所有演职人员按照

要求查验健康码、测量体温、做好消毒

并全程佩戴口罩。与往年不同的是，今

年的联欢会录制现场没有观众，所有节

目分批次进行彩排和录制，录制完成后

及时离场，保证了每个节目的演员之间

没有接触。

从开场歌舞《欢乐中国年》开始，整场

晚会无不体现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热闹

喜庆的新春氛围。虽然现场没有观众，但

是通过舞美、灯光的密切配合，演员精彩

动情的演绎，整场晚会依然亮点纷呈。

“我们在前期根据不同节目的特点

进行了大量的编创工作，结合现场机位

呈现最好的拍摄视角，通过舞台动态设

计和舞美效果，希望把这场联欢会做到

近乎完美。”天津滨海演艺有限公司艺

术总监白阳告诉记者。

本场联欢会包括歌舞、戏曲、朗诵、

书画、快板等多种文艺表现形式，共14

个文艺节目，录制工作持续 2 天，将在

滨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津滨

海”APP、“微滨城”微信视频号、“滨海

融媒”抖音平台等媒体陆续播发。

记者 果琳

即日起，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推出

“在滨城·爱滨城”微视频征集活动。此次

活动将贯穿2021年全年，分不同时间段设

置不同主题进行征集。首期征集主题为

“滨城过年”。请您记录您身边的美景、美

食、亲情、感动、正能量、烟火味、新鲜事，

健康安全下欢乐祥和的每一个瞬间和疫

情防控中“滨城”大家庭的红火年味儿。

征集截止时间为2月27日。

作品刊发平台为“微滨城”微信视频

号。要求必须为原创，时长在 60 秒以内

（30秒为佳），手机竖幅高清拍摄，成片比例

9∶16，可加入背景音乐、特效字幕、动画贴

纸等内容，音乐与字幕无版权问题。也可

将一组照片通过配乐、特效等做成视频。

微视频作品请发送至电子邮箱：

weibincheng2021@163.com，邮件标题注

明“在滨城 爱滨城”字样，正文写明作品

内容简介、作者姓名及联系方式等。

征集的作品将在年底评选出一等奖1

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和激励奖100

名。一等奖5000元，二等奖3000元，三等

奖2000元，激励奖为价值100元的奖品或

奖券。 记者 董欣

2月8日上午，北塘街道欣雅苑社

区开展了“豆趣横生”五谷手工画活

动。通过让辖区未成年人自己动手制

作豆子画的方式来迎接农历新年。

“红豆、绿豆、黑豆……”活动中，

社区工作人员一边教青少年认识各

种杂粮，一边示范制作豆子画。孩子

们充分发挥想象力，用黄豆粘贴金

牛，用红豆和小米粘贴天安门，用玉

米渣粘贴福字……整个活动充满欢

声笑语。

与此同时，在北塘街道泰达御海

社区，“我们的节日·春节”之“传承古

韵，新春送福”迎新春写对联活动也在

火热进行中。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为孩子们

讲解书法知识，演示书写各种字体的

“福”字和对联，让孩子们在一笔一画

中感受软笔书法的美与力量，并在书

写中养成静心修习的习惯。活动结束

后，社区工作人员与辖区未成年人将

“福”字送到辖区孤寡老人家中，向老

人们送去新春祝福。 记者 张玮

“你们正义凛然、临危不惧，在危急关头

挺身而出，用行动谱写英雄赞歌，为全社会作

了表率和榜样。新的一年，祝你们身体健康、

新春快乐。”2月8日，滨海新区见义勇为协会

开展了见义勇为先进人物及生活困难人员

走访慰问活动，为他们送去新春祝福。

活动中，滨海新区见义勇为协会邀请

井延英、李兵等 10 名曾荣获全国和本市

荣誉称号的见义勇为先进人物在新区公

安局召开春节慰问座谈会，详细了解他们

的工作、生活情况，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

和纪念品，感谢他们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受到威胁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

大无畏精神。据悉，此次集体慰问的见义

勇为人员里，既有积极参与维护社会治

安、打击刑事违法犯罪的工作人员，也有

在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奋不顾身、舍己

为人的普通市民。 记者 李婷婷

春节假期，很多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可能会晚

睡晚起，和平日作息时间有较大反差，甚至连续

熬夜导致身体健康亮起红灯。为此，记者来到北

京大学滨海医院，请消化科、内分泌科、皮肤科的

医生向大家介绍不规律作息对身体的影响。

北京大学滨海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张宝

芹向记者介绍，过年期间长时间熬夜可能会使胃

肠道和肝脏受到损伤，容易出现消化不良、腹痛、

腹胀、恶心、嗳气等情况，还可能会出现便秘。

“夜晚，我们的血液会充盈皮肤，开启皮肤

的新陈代谢，所以晚上如果熬夜的话，皮肤就得

不到很好的修复，容易出现衰老、干燥、敏感等

问题。”北京大学滨海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解奎

霞建议大家尽量避免熬夜，多睡“美容觉”。

不规律作息最影响内分泌系统，北京大学

滨海医院内分泌科执行主任王肃介绍，过度熬

夜可能带来一些内分泌激素的改变，转天会出

现头晕、嗜睡、心慌等症状，还会造成免疫功能

降低，容易感冒。

在此建议市民，在假期合理安排作息，保证

充足睡眠，过一个健康祥和的春节。

记者 陈宝麟

他们留“滨城”
这样过春节

2月7日，记者在位于营口道的一家理发店

内看到，顾客络绎不绝。店长付艳告诉记者：

“店里有几位员工是东北地区和河北省人，考虑

到春运人员流动存在风险，我建议他们留在新

区过年，既可以利用春节在本地逛逛，也可以增

加员工奖金和店面收益，一举多得。”

随后，记者来到津塘公路，这里有两位环卫

工人正在处理垃圾。环卫工人张强说：“我们单

位的外地同事大多来自山东、河北、河南，好多

同事都选择留在新区过年了。今年单位发了过

节慰问品，工会还发了饺子。除夕到初七休假

期间，按排班上班大家会有加班费。年三十，我

们外地同事打算在食堂一起吃饺子，热热闹闹

迎新年。在新的一年里，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

让新区越来越漂亮。”

一位老家在河北省的新区公务员在接受采

访时则表示：“作为公务员带头留在工作岗位过

年是应该的，等疫情防控形势稳定下来，我们再

抽时间回家陪父母。”他告诉记者，准备在除夕

晚上和父母远程视频通话，大家互致新春祝福。

记者 张倩 孙阳 李丹凝

提
醒

健康过年少熬夜
规律作息请牢记

春节联欢会今日报到

“在滨城·爱滨城”微视频征集活动启动

有看头

欢声笑语迎新春有乐趣有奖品

新春送关怀 情暖勇士心有感动

春节联欢会录制现场春节联欢会录制现场 记者记者 陈宝麟陈宝麟 摄摄

五谷手工画活动五谷手工画活动 记者记者 张玮张玮 摄摄

迎新春写对联活动迎新春写对联活动 记者记者 张玮张玮 摄摄

近日，天津港保税区总工会（团委、

妇联）组织开展专项行动，把关怀和问候

送到广大职工身边，鼓励职工就地过年。

其间，天津港保税区总工会为退伍

军人、公益志愿者、快递员等群体发放年

货礼包，满足各类职工群体居家需要。

举办“把爱送到家”年货派送活动，为职

工发放年货礼包并帮助寄送回乡，缓解

职工思乡情绪，坚定职工留津信心。同

时，开展多场“笔绘新春”活动，邀请书法

艺术家、职工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为企

业、公寓职工及社区居民书写春联、“福

字”。设置线下领取点、开通线上领取渠

道，为广大职工送去节日喜气和浓浓“年

味儿”。此外，天津港保税区总工会开办

“保税惠”年货市集，进一步提升会员基

地服务效能，为区内企业拓宽销售渠道

提供支持，又为职工居家远程置办年货

畅通渠道。

同时，天津港保税区总工会举办“唐

诗宋词闹元宵”线上竞答、劳模宣讲等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向公寓阵地派送由

图书、期刊、电子阅读卡等组成的“新春

文化礼包”，在传播优秀文化的同时，引

导职工文明过节，增强职工留津过年的

参与感与归属感。 记者 张广艳 王鸥

保税区总工会开展专项行动

暖心问候送身边 鼓励职工就地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