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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19日，
太平人寿北京分公司和四大支
公司纷纷举办了 “金猪闹元宵，
欢乐享太平”元宵喜乐会系列活
动，总经理室领导、各机构、部门
领导和员工都积极参与其中。

当天一早，工会和女工委便
开始为分公司各个部门员工送
上了象征团圆喜庆的元宵。今年
的元宵喜乐会活动在保留了传
统项目“猜灯谜”的基础上，还增

加了很多新元素。 不仅有“疯狂
的佩琦”“穿越火线”这样的个人
挑战项目，还有“滚烫的汤圆”这
样的团队项目。 此外，还首次引
入了非遗文化项目———“捏面
人”， 丰富新颖而富有意义的活
动，让员工乐在其中。同时，各支
公司的活动也纷纷展开，各具特
色，别开生面。

本次“金猪闹元宵，欢乐享
太平”元宵喜乐会系列活动在公

司各机构、各部门开展得有声有
色， 提振了员工士气， 使公司
“家”文化进一步得到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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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石海芹 通
讯员 吴治英） 记者从北京新月
联合汽车有限公司获悉， 今年
春节期间， 公司出租车驾驶员
坚守岗位，圆满完成了 “春节 ”
期间的出租车 “保点” 服务工
作， 全部运营车辆未发生服务
投诉和责任交通事故， 赢得了
乘客的好评。

18日23时30分至19日凌晨
1时 ，根据 “春运 ”期间安排部
署，公司组织“新月共产党员车
队”在西客站南广场担负了“保

点”临时任务。参与“保点”的队
员从22时30分就陆续前往西站
南广场开始了运力保障， 部分
出租车当晚都是往返3次以上
接送乘客， 直到次日零时30分
将最后一名乘客送走才结束任
务。据了解，公司运营服务部节
前就及时下发通知， 做好运营
司机的动员和宣传工作 ，各责
任 人 向 所 属 运营司机发送节
日慰问和安全服务提示短信 ，
采取有效应对措施进行运输保
障，确保到京旅客顺利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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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于兰） 19日，西城区德胜街道总
工会开展慰问活动，为川人餐饮
公司皇城老妈店春节坚守岗位
的餐饮员工们送去汤圆，表达工
会大家庭的关怀和祝福。

在职工食堂里，工作人员将
煮好的汤圆端上桌，德胜街道总
工会主席陈洪祥把一碗碗热气
腾腾的汤圆送到大家的手里，职
工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大家一边吃汤圆 ， 一边聊着家
常，现场一片祥和的氛围。

“感谢街道总工会挂念着我
们企业的职工，让我们过了一个
不同以往的元宵节， 真的很开
心。” 该公司工会负责人姚义生
说：“街道总工会送来的汤圆，竟
然有8种口味，职工们都说，从来
没吃过这么多口味的汤圆，我们

太有口福了。”
据了解， 此次慰问活动，街

道总工会共为9家有职工食堂的
企业和单位送去汤圆750袋，让

春节坚守岗位的餐饮员工、回家
返京的地区企业职工和辛勤工
作在综治、城管的干部职工都能
感受到工会家一样的温暖。

德胜街道工会走访春节坚守岗位职工

京能集团今年将实现营业收入740亿元
2018年利润总额43.6亿元 同比增长42.68% 将携近3年最好成绩冲刺2019开门红

新月司机“保点”工作受乘客好评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2018
年，京能集团总资产2747亿元，净
资产突破1000亿元， 综合实力排
名中国500强第259位， 中国服务
企业500强第101位， 取得近三年
最好成绩，这是记者2月21日从京
能集团第一届二次职代会暨2019
年工作会上了解到的。今年伊始，
京能集团携胜利的春风全力冲刺
2019年开门红。

2018年是京能集团全面融合
发展的一年。集团紧盯“营业收入
614亿元、 利润总额41亿元 ” 目
标 ， 全年发电量完成862.8亿千
瓦时 ， 供热面积突破3.6亿平方
米，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67.14亿
元， 利润总额43.6亿元， 同比分

别增长5.48%和42.68%。京能集团
推动科技创新，获得专利授权184
项、软件著作权19项，各级各类科
学技术奖励33项。

2019年是京能集团释放融合
改革红利、 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一年。 集团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战
略引领，以“深化改革、创新驱动、
管理升级、高质量发展”为工作主
线， 深化融合改革， 加快并购扩
张，实施创新驱动，持续推进高质
量发展， 实现质量更高、 效益更
好、结构更优、管理更高效、优势
更充分释放的全面发展新目标。

携着近3年最好成绩，京能集
团确定了2019年生产经营任务目

标，实现营业收入740亿元，实现
利润总额50亿元， 净资产率达到
（不含少数股东权益）2.5%。

京能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
姜帆表示，今年是大事多、喜事多
的一年， 集团工作涉及社会经济
民生， 尤其是供电供热能源保障
方面，是群众的基本需求，是不可
或缺的服务。要提高政治站位，坚
决把服务保障70周年大庆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 作为集团工作的重
中之重，统筹好协调好服务保障、
融合改革发展、 信访维稳和安全
生产等工作，坚持首善标准，强化
底线思维，严格落实责任，扎实推
进工作，做到“精精益求精、万万
无一失”，确保高水平完成重大活

动服务保障任务。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

韩世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韩世春
指出， 近两年来， 京能集团在市
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领导班子
团结带领干部职工上下一心，奋
力拼搏， 大力推动融合改革， 全
力以赴做好产业疏解及转移转型
工作 ， 狠抓降本降造和提质增
效， 经营实现了企稳回升， 同时
加强国企党建促进国企健康发
展， 这些成绩值得充分肯定。 在
此过程中， 京能集团工会在集团
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为集团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韩世
春说， 京能集团工会工作有几个

特点： 一是抓思想政治武装发挥
引领作用。 二是打造 “京能杯”
品牌活动助力企业生产经营形成
传承。 三是构建荣誉体系劳动光
荣主旋律响亮。 四是积极推进职
工之家建设 ， 以人为本情暖职
工。 五是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制度
建设， 助力构建和谐企业。

韩世春提出几点希望， 希望
集团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自觉把
思想认识统一到市委十二届历次
全会部署要求上来； 深刻领会建
立集团型职代会的重要意义； 统
一思想， 凝聚力量， 团结动员广
大职工为建设国际一流首都综合
能源服务集团发挥主力军作用。

公公租租房房项项目目农农民民工工
喜喜乐乐会会上上庆庆佳佳节节

2月19日正值元宵节， 当天，
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新机场公租
房项目开展元宵喜乐会活动，组
织项目全体员工、 农民工工友吃
元宵、度佳节。 值得一提的是，项
目将中建蓝宝卡通形象印在灯笼
和字谜上， 让大家根据蓝宝提示
猜灯谜，共有50余人参加活动。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张敬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 者 张 江 艳 ）
近日， 顺义区空港街道总工会
扇子舞培训班在裕祥花园社区
舞蹈室正式开课， 课程吸引了
辖区文艺骨干、 机关职工共计
50余人参加。

此次培训邀请了国家级舞
蹈名师李德强及助教金凤玲老
师，为大家讲解了舞蹈的概念、
基础知识，并现场教学。 培训过

程中， 老师在前面打着拍子一
步步仔细教， 亲自示范每一个
动作，耐心纠正姿势。 学员们也
都认真学， 很快掌握了基本的
舞蹈动作，伴随着优美的音乐，
和老师一起顺利完成舞步。 此
次培训课程将持续两个月 ，每
周二下午开课，培训班结束后，
还将举办舞蹈大赛， 为大家提
供良好的展示平台。

空港街道培训班教职工“舞扇”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近
日， 朝阳区金盏地区工会工作
人员一行来到彩虹村庄养老
院，举办了以“进企业 贴职工”
为主题的职工现场沟通会 。通
过与现场企业职工广泛交流 ，
相互增进了解，以增进企业、职
工、工会三方的沟通、联系。

当天， 活动现场设有企业
职工入会咨询处、工会12351手
机APP注册扫码处、 工会宣传

材料展架等多元化服务内容 。
工会工作人员向职工解读工会
职能作用、会员享有的服务、二
次报销以及工会组织在促进企
业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方面发
挥的作用。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职工现场沟通会共接待咨
询职工30余人， 希望通过沟通
会的工作模式， 体现工会与企
业 “面对面 、心贴心 ”的服务理
念，深入了解一线职工的心声。

金金盏盏工工会会沟沟通通会会进进企企业业听听心心声声太平人寿员工共享“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