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6日，海淀保安分公司60余名志愿者在公司党支部、工会领导
的带领下，来到通州区西集镇农村开展植树公益活动。 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顺利完成了300余颗植树任务，受到村民的称赞。

通讯员 田文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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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艳） 上周
末， 位于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内
的永安供热公司门前广场人头攒
动。 当天， 基地总工会为用工单
位和求职者搭建的招聘会火热开
幕 。 辖区33家企业 ， 提供了近
500个工作岗位。 即日起， 大兴
区总工会 “春风行动 ” 全面铺
开， 22家镇街总工会举办的招聘
会陆续举办。

此次招聘企业中， 汇聚了三
元基因 、 猪八戒网 、 爱我大兴
网、 中国影视大乐园等33家知名
企业， 提供新媒体编辑、 广告平
面设计、 运营总经理、 文案策划
等岗位。 家住大兴黄村的霍宇成
本科毕业后刚刚完成实习， 听说
新媒体基地办招聘会， 早早就带
着简历来了。 “之前也看了几家
公司 ， 考虑离家有些远 ， 就没

去。” 霍宇成说， 随着产业的升
级 ， 好多大公司都搬到了远郊
区， 没必要往城里跑了， 还可以
省去不少时间成本、 交通成本。

“此次招聘会， 由于场地限
制 ， 原本计划25家 企 业 参 与 ，
但 参 与 企 业 积 极 性 比 较 高 ，
最终增加到33家 。 没参加成的
企业， 基地工会服务站的大显示
屏上还将滚动播出招聘信息 。”

新媒体产业基地总工会副主席刘
丽娟说， 基地工会一直在探索招
聘平台的长效机制， 除了持续为
企业播放招聘信息， 下一步还将
与大兴本土招聘网站———大兴工
作网合作， 这样， 辖区的企业不
但有了长效的招聘平台， 更利于
求职者就近找到中意工作， 满足
双方需求。

据了解， 此次参加招聘的企

业大多为建会企业， 另外还有部
分产业基地的孵化企业。 大兴区
总工会副主席侯月海表示， 由工
会发起的招聘会赢得求职者的信
赖， 春风行动在大兴已成为了被
认可的“招聘品牌”。 今年的春风
行动， 区总工会发动了全区所有
街道、产业工会，新媒体基地只是
22场招聘会的其中一场， 初步统
计全区将提供大概一万个岗位。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记者
昨天从顺义区总工会获悉， 该区
总工会将为本区工会会员提供
10000张 “春来鲜花港·最美郁金
香”免费赏花门票。

据了解， 顺义区工会会员可
在3月20日至26日通过拨打12351
职工服务热线、登陆12351职工服
务网和 “北京工会12351” 手机

APP客户端三种方式预订，并于3
月29日至4月1日到订票时选择的
领票地点领票。 1张工会会员互助
服务卡可预订2次，每次限订1张。
同时， 区总工会还将为本市工会
会员提供5000张“春来鲜花港·最
美郁金香”优惠赏花门票 （50元/
张）， 会员可在4月2日至5月10日
现场购买，1张工会卡可购2张票。

燃气集团女工健康讲堂说美颜
本报讯 （实习记者 赵思

远） 近日， 燃气集团工会依托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平台开
展了关心职工生活与健康的女
职工流动课堂专项活动。 活动
以视频的形式， 设立集团主会
场和几十个分会场 ， 有500余
名女职工聆听了讲座。

本次讲 座 聘 请 平 衡 生 活
Lifebalance创始人、 关注女性成

长的ICF专业教练姬晓瑛老师，
通过现场讲授及远程视频同步
直播的形式为集团740余名女职
工做了 《天使爱美丽———平衡
生活与排毒养颜》专题讲座。

讲座中， 姬老师从平衡生
活与排毒养颜两个方面， 结合
心态调整、生机饮食、蔬果汁轻
体配方， 与大家分享了全息式
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培训过

程中， 大家围绕生活中存在的
不良习惯、 如何树立健康小目
标等话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培训 结 束 后 ， 女 职 工 表
示， 对于今后如何在身体和心
理方面得到平衡和提升有了更
加科学的理解和明确的目标 。
这不仅能够为自己的生活增添
幸福感， 还能够为更有效的开
展工作打下基础。

大兴工会“春风行动”提供岗位万余个
22家镇街总工会招聘会将陆续举办

市皮鞋厂工会征集女工“金点子”
本报讯 （记者 阎义 ） 近

日， 北京市皮鞋厂工会在该厂
全体女职工中开展了 “我为企
业 安 全 稳 定 发 展献一 计 ” 征
稿活动 ，得到女职工的响应。

据了解， 女职工结合自己
的工作特点、 岗位要求提出安
全建议、 发展策略。 她们还结
合职代会的要求 ， 对不同领
域、 不同层面提出全方位的意

见和建议。 厂工会为此专门召
开座谈会， 根据女职工的意见
和建议组织她们进行座谈交流
和评比， 并评出有价值的建议
交给厂有关领导。

鲜花、花泥、剪刀，一朵朵
造型各异、新颖、鲜丽、独特的
插花作品亮相……近日， 长安
汽车北京公司工会举办了 “自
己动手·扮美生活”插花互动大
讲堂。 活动邀请了房山区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艺术插花专业讲
师传授插花技艺。活动中，女职
工相互交流插花心得， 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本报实习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扮靓生活

顺义区总工会万张赏花门票送职工

本报讯 （记者 杨琳琳 ）记者
近日从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服务
中心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
办事处） 获悉，2月份延庆区总工
会职工互助保障代办处已经成功
为全区143人次参保职工办理了
互助保障赔付工作。目前，赔付金
已经全部打入职工的京卡中。

据了解， 此次赔付涉及八达
岭特区办事处、区教委、区服务公
司等16个基层单位，赔付金额9.7

万元， 涉及 《在职职工住院医疗
互助保障活动》 《在职职工住院
津贴互助保障活动》 《在职职工
重大疾病互助保障活动》 《非工
伤意外伤害及家财综合损失互助
保障计划》 四个项目。

延庆区总工会始终把开展互
助保障工作作为服务基层职工的
一项重要工作， 做好做实赔付工
作， 使职工切实感受到工会组织
的体贴与关怀。

延庆143人次参保职工获9.7万互助金

本报讯 （通讯员 韩颖 ）近
日， 通州商资公司结合本单位实
际情况，设计印制全套“三色”安
全记录册， 将安全例会、 教育培
训、隐患排查三方面融为一体，以
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营造
安全氛围。

据了解， 安全记录册打破以
往内容单一、 查找数据繁琐的现
象，通过层层细化的时间节点，将

安全工作归纳总结入册， 形成统
一安全台账管理模式。 此记录册
已发放13家基层企业试用， 由商
资公司进行定期检查， 检查结果
直接纳入非经济指标考核， 与企
业负责人薪酬挂钩， 作为年终评
优重要依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安
全记录册的启用建立了常态化管
理机制， 真正做到了全公司安全
问题“底数清、情况明”。

通州商资“三色”安全记录册发基层
将安全例会、教育培训、隐患排查融为一体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张晶）学简单英语句子，做生动口
语交流……3月16日，“迎世园盼
冬奥，市民英语100句”培训班在
延庆区儒林街道康安社区开课。

据了解， 康安社区联合延庆
区社教中心以社区为试点， 开设
长期冬奥英语培训班活动。 首批
学员达到30人，在历时1个多小时
的培训中，老师与居民共同学习、
交流。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康安社

区将全年开设此类课程， 每周一
堂课，使更多的居民参与到其中。

延庆儒林街道康安社区开讲冬奥英语

生活服务
刘女士问： 京卡·互助服务

卡跟普通一卡通有什么区别 ，
如 何 办 理 ？ 丢 失 后 是 否 可 以
补卡 ？

答：该业务需要携带京卡·互
助服务卡、 身份证到北京银行办
理。 该卡分两个账户， 一个金融
账户， 一个公交一卡通账户。 如
丢失了， 工会卡可以挂失补卡，
但是作为公交卡账户不能补。

职工服务热线问答12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