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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分会在奥黑尔机场大赢

5 月 14 日，经过 11 个月 的谈判
后，在奥黑尔为 HMSHost 工作的
第 1 分会会员批准了一份新合同！
1,300 多人在奥黑尔担任咖啡师、
调酒师及其他食品和饮料服务员，
赢得了获得 UNITE HERE 健康保险
的机会，还涨了薪！

所有奥黑尔 HMSHost 工作人员的
薪资都将等于或高于市长颁布的关
于芝加哥市食品业承包商的行政命
令，确保奥黑尔餐厅能够成为长期
职业发展的途径。

Feleshia Smith 在 HMSHost 工作，
是一位星巴克咖啡师，是工会谈判
委员会的成员，也是第 1 分会的一
位主要领导，她说：“为机场工资
赢得城市标准，并能参加 UNITE 
HERE 的健康保险将有助于我赡养
我的家庭。我很自豪能够在奥黑尔
机场工作。”

UNITE HERE 第 1 分会会长 Karen 
Kent 说道：“本合同所取得的进
步反映了 HMSHost 与工会的共
同努力。芝加哥市议会最近批准
在奥黑尔机场投资 85 亿美元。
我们很自豪奥黑尔将成为我们世
界级城市的黄金标准机场。我们
都期待着奥黑尔迎来一个新时
代，因为芝加哥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游客，而我们的会员仍然是在
芝加哥最先欢迎旅客的面孔。”

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主席 Bob 
Reiter 称该合同为一份“里程碑协
议”，并表示：“这是奥黑尔的分
水岭时刻。对奥黑尔基础设施的
历史性投资巩固了我们作为一个
首屈一指城市的地位。而这份新
合同是对勤奋努力的芝加哥人的
投资，他们是我们城市最强大的
经济引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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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工人赢得工作保障

祝贺西北大学食品服务人员与大
学的新食品供应商 Compass Group 
达成了协议。在 Compass Group 
接管了之前由 Sodexo 和 Aramark 
运营的业务之际，该协议涵盖了
关于工作保障的各种担忧。

艾伦中心的勤杂工 Valentina 
Espinosa 说：“我作为西北大学的
服务工作者已有 14 年的时间，我
感到满意并且很高兴能够参加这
场斗争，以维持我们的工作，并
让我们的同事们聚在一起。今
天，我真诚地为自己是西北大学
社区成员感到自豪。”

该协议标志着公司之间的成功过
渡，确保了前 Sodexo 和 Aramark 
工作人员的工作保障，还保证了
工作福利的继续，例如：资历、
健康保险、养老金、假期和病
假。

Allison Hall 的厨师 Hugo Lemus 
说道，“非常感谢支持我们每一
步的学生，我一直认为，我们团
结起来就有力量，而且我们这次
做到了。”



你第一次是如何参与工会的？

星巴克的工作是我的第一份工会工
作。起初，我知道我有一份工会工
作，但我不 知道如何参与工会活
动。我在星巴克工作，而且我们最
近入手非常缺，我总是很累，而我
的经理们不听我的意见。学校放暑
假时，我想换成白班，并且我发现
我将成为工会护卫者。我的经理劝
阻我不这样做，但我得到了这份工
作。

工会护卫者是如何影响你的？
起初，我不太了解工会。我只是做自己的
工作，护卫组织者进行工会调查，直到他
们鼓励我更积极参与。当我开始聆听其他
工人讲述关于医疗保健的故事时，那时我
开始加入了斗争。

你最引以为荣的是什么？
我为参与这场斗争而感到自豪。在罢工期
间，我的很多委员会成员都站出来了。这
真的让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领导人。我很高
兴我们为 HMSHost 工人赢得了健康保险。

现在你已从酒店团队请假，你期待什么？
我期待与工会一起学习和成长，并建立我
的自信和领导能力。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
休假时间，因为酒店合同将在今年夏天到
期。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场斗争。

Justice Castillo 是 HMSHost
的一位关键领导。她于 
2015 年开始在奥黑尔机场
担任星巴克咖啡师。在成
为工会护卫者之后，她参
与工会活动的情况有所增
加，成为了“机场正义”运
动的一员。她在这里分享
她的故事。

会员亮点 



HOPO  Highlights
祝贺 2018 年 Regina V. Polk 女性劳工领袖
会议的毕业生！今年，《拿开手并穿好
裤子》的领导人和 2017 Polk 毕业生 
Kasey 和 Esthela 获得了年度最佳女毕业
生奖！今年他们与第 1 分会领导人 
Feleshia 和 Shameeka 返回。我们为你们
所有人感到自豪！

感谢波尔克学校的优异培训师和组织者
在工会运动中培养了女性领导人。

您有没有  H O P O  卡？

《拿开手并穿好裤子》条例已经生效。在 7月 1 日
前，所有芝加哥酒店都必须为在客房和卫生间独立
工作的员工提供恐慌按钮。发短信 HOPO 至 
877877，接收您的 HOPO 卡，并随时了解最新情
况。

发短信 HOPO 至
877877，随时了解最

新情况



申诉胜利
Mario De Leon (W City Center). 欠薪 - 
$224.10
Brandon Campbell (Raffaello). 现在谈一
下工作和欠薪- $12,194. 
Eva Martinez (Waldorf). 时间安排。欠
薪- $675. 
Felecia Hayes (Hilton). 现在谈一下工作.
丽思客房服务付薪不当。 欠薪- $12,500.  
Robert Ross 和 Anthony Clark 在 CSS 海军
码头被终止，赢回了欠薪和福利。
Pablo Villanueva (Allerton Warwick). 欠薪 
- $118.32

     记好日期
8 月 11 日星期六

bud billiken 
parade

戈弗雷酒店

去年夏天，戈弗雷酒店勤杂工赢得了 NLRB 工
会选举。5 月 14 日，他们赢得了免费健康保险

和每小时 2 美元的加薪。

恭喜戈弗雷工人签订了他们的第一份工会合
同！



想在这里出现吗？与我们谈谈。
我们在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上。
@uniteherelocal1

美联航不想要工会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拒绝纽瓦克、休斯顿、
丹佛、檀香山和克利夫兰的餐饮工作者参
加工会选举的投票权。这些是为乘客提供
食物的人，他们是唯一没有工会的美联航
一线员工。5 月 23 日，UNITE HERE 在芝加
哥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举行了一次行
动，询问为什么这些工人受到不同待遇。

第 1 分会领导 Dharon Golding (LSG 
SkyChefs) 在采取行动支持工人时发表了讲
话。

https://www.facebook.com/uniteherelocal1/
https://www.instagram.com/uniteherelocal1/
https://twitter.com/uniteherelocal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