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您的工资被拖欠， 要
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在平谷
区 “遵法守法·携手筑梦” 服务
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活动中， 方
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志愿者耐心
地向现场的农民工讲解道。

据悉， 为了更好地开展职工
志愿服务， 首都职工志愿平谷区
服务总队自成立以来， 不断壮大
志愿者队伍， 同时， 注重吸收专
业人才加入到职工志愿者队伍
中 ， 强化志愿者队伍建设， 努
力打造一支专业的职工志愿服务
队伍。

记者了解到， 目前， 首都职
工志愿平谷区服务总队下辖各镇
乡 、 开发区志愿服务大队共 23
支， 职工志愿者人数达11678人。
为打造平谷区职工志愿服务品
牌， 志愿总队积极开展多项符合
平谷区特色、 保护环境、 爱护公
共设施的志愿活动， 并在平谷区

总工会组织的各项体育赛事、 职
工活动中提供志愿服务。

平谷区服务总队连续多年
参与“暖心伴考”志愿服务活动，
今年也没有例外。高考期间，该服
务总队在平谷中学、 平谷五中高
考考点设立志愿服务站， 志愿者
为考生家长及服务高考的职工提
供了爱心座椅、移动书屋、医疗救
助、应急服务、浓情寄语等暖心伴
考服务。在该服务总队的带动下，
全区各级工会组织纷纷行动起
来。 其中，爱心出租车、爱心送考
护考服务队等200余辆志愿者爱
心车参与伴考服务， 日均服务考
生及考生家长达1000人次以上。

同时， 平谷区总工会注重将
专业律师吸纳进志愿服务队， 为
有需求的职工提供调解、 仲裁和
法律援助等帮助， 解决职工权益
维护问题， 维护职工权益， 促进
劳动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

□本报记者 张晶

“扶贫大集”架起房山与受援地区“连心桥”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司同 李映璇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马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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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126万元扶贫协作资金帮扶太仆寺旗敬老院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王远霞 □本报记者 张晶

■首都职工志愿服务在行动

种得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
近日， 记者从通州区人力社保局
了解到， 目前， 全国排名前十的
人力资源企业， 已有一半落户北
京人力资源产业园通州园区，凸
显“雁阵效应”，推动产业集聚发
展。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
公司、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公司等多家 “人力资源巨头”
落户园区后， 给这里带来了哪些
变化？ 记者为此进行了探访。

为劳动者提供全生命周
期服务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
公司是一家主营人力资源业的中
央企业，服务超过来自全球的9.5
万余家企业，网络遍布全国。该公
司去年5月便与通州区签约，今年

5月，公司下属的中智 （北京） 人
力资源外包服务有限公司入驻北
京人力资源产业园通州园区。

“我们把全国首创的 ‘实体
店’ 模式植入了副中心， 这一新
模式成功后， 我们将把 ‘副中心
实体店模板’ 在全国进行推行。”
中智 （北京） 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祁麒介绍说。 该
公司在园区建成了面积2400平方
米的 “中智人才银行”， 解决人
力资源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
重构企业组织、 劳动者与人力资
源服务的关系， 能够帮助劳动者
个体在组织中创造更高的价值。

这一实体 “人才银行” 升级
了过去人力资源企业主要服务企
业的模式， 将劳动者本人和家属
的需求也纳入其中， 建立全生命
周期服务链， 利用中智的资源优

势，为劳动者解决求职、职位匹配
等问题，对其家属的婴幼儿教育、
大学生就业、 职业规划、 退休服
务等也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我们通过增加与劳动者之
间的粘性， 广纳贤才， 在京津冀
地区全面布局。” 祁麒说。 副中
心是中智发展的重点地域之一，
张家湾设计小镇、 北京环球度假
区等项目 ， 对中智非常有吸引
力 。 据中智所做的一份调查显
示， 未来三到五年间， 将有50万
至80万就业人口迁到副中心， 这
将是增速非常快的市场。

“云招聘”助力副中心重
点项目

不久前， 通州区人力社保局
联合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 （FESCO公司） 举办了北京
环球度假区专场云招聘系列直播
活动， 现场提供北京环球度假区
内一线运营岗位 ， 涉及公园运
营、 技术服务、 餐饮服务等60多
个岗位， 招聘人数达到500余人。
活动期间，FESCO平台、央视频平
台等累计观看5万人， 互动留言1
万条，收集简历2000余份。在这场
招聘中，FESCO公司，通过目前最
为流行的视频平台， 为副中心重
要项目北京环球度假区助力 。
“这种新的方式， 不但解决了疫
情防控期间无法进行线下招聘的
难题， 也创新了副中心人才招聘
方式。” 通州区人力社保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

有了 “领头雁 ” 们之后 ，
“雁阵效应” 凸显， 目前， 园区
签约企业达到49家， 实现入驻36

家。 这些 “人力资源巨头” 凸显
了龙头企业强力带动能力。

北京人力资源产业园通州园
区 “雁阵效应” 不仅凸显在吸引
力上， 同时， 还在园区整体发展
创新、 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显现
了新气象。 目前， 通州园区服务
平台已经走向 “云端”， 通过联
合北京人力资源行业协会搭建云
端交流平台，以“云上圆桌会”形
式开展疫情期间政策答疑解惑，
以“云之巅”、“云之慧”为主题举
办人力资源行业论坛及政策研
讨，完成123场“百日千万”网络专
场招聘，达成就业意向9800个；建
立园区重点产业 “服务包 ” 机
制， 将公共服务前置拓展； 创新
性地将劳务派遣审批和特殊工时
审批前置到园区， 当日申请当日
办结， 大幅减少企业跑路次数。

通州人力资源产业园形成“雁阵效应”

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
养、 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 老有
所安。 自从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
郭勒盟太仆寺旗建立对口帮扶协
作关系以来， 昌平区始终坚持精
准扶贫， 努力改善当地群众生产
生活条件。

9月16日， 记者获悉， 京蒙
扶贫协作子项目———太仆寺旗敬
老院设施设备采购项目顺利实
施。 项目完成后， 166名老人顺
利入住。 在该项目中， 昌平区提
供126万元扶贫协作资金， 不仅
补齐了该敬老院的配套设施， 解
决了部分贫困户的养老问题， 还
带动了当地贫困户就业。

太仆寺旗敬老院里传出阵阵
乐器声。 树荫下、 凉亭里， 老人
们有的打快板、 有的下棋， 悠然
自得。 “在这儿不仅三餐不愁，

还交到了好朋友。” 73岁的五保
老人李清山入住前， 一直独居在
村里， 吃喝都要靠自己。 2019年
8月， 他在太仆寺旗相关部门人
员的帮助下顺利入住 ， 过上了
“老有所养” 的新生活。

太仆寺旗敬老院于2017年5
月开工建设， 项目占地面积9370
平方米，建筑面积8817平方米，内
设床位300张。 建设过程中，由于
多方面原因，出现资金缺口。经多
方协调后， 昌平区划拨扶贫协作
资金126万元，用于购买床、电视
机、热水器、康复训练器材等， 弥
补了敬老院配套设施的不足。

2019年， 太仆寺旗敬老院正
式建成投入使用。 目前， 共入住
老人166名。 其中， 建档立卡贫
困户14人。 “这儿环境好、 管理
好 ， 服务也好 。” 李清山介绍 ，

敬老院合理调配三餐， 每周更换
食谱 ， 每天有肉和新鲜蔬菜 ，
“比在家里吃得好 ， 两周都不
重样”。 除了“三餐不愁”，敬老院
还引进医养结合发展模式 ，将
卫生医疗机构搬到院内， 提供查
房、开药等服务，满足老人保健康
复方面的基本需求。现在，李清山
已经在敬老院度过了一年多充实
而快乐的生活，“到点吃饭， 困了
休息， 不舒服了可以做理疗， 无
聊了也有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
他告诉记者， 这里丰富多彩的生
活不仅让他省心， 还有很多暖心
事儿， 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敬老院除了为166名老人建
起温暖的 “家”， 还提供了不少
就 业 岗 位 ， 吸 纳 周 边 村 25名
村民就业， 其中4人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

爱心助学、 建厂供岗、 农产
品采购……近日 ， 北京中关村
科学城党工委管委会、 中关村科
学城总工会组织辖区小米 、 新
浪、 大北农、 完美世界、 中关村
软 件 园 、 北 京 银 行 上 地 管 辖
行 等 20余家非公科技企业和驻
区单位组成考察团， 奔赴海淀区
对口支援的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
旗 （简称 “科右前旗”） 开展扶
贫对接。

考察团驱车1000多公里， 为
科右前旗满族屯学校的学生们送
去了价值32万元的爱心物资。 据
悉， 科右前旗是全国唯一以畜牧
业为主的满族自治乡， 满族屯学
校是一所蒙古语授课的九年一贯
制边境乡村学校， 并辖有一所民
族幼儿园。 目前， 学校有70名中
小学及幼儿教师 ， 332名学生 ，
其中住宿生290名、 建档立卡贫
困学生27名。

此次， 考察团为满族屯学校
添置了130套监控设备， 打印机、
速印机 、 彩印机等18台教学设
备， 摔跤服、 校服等350套服装，
助学礼包、 美术用品、 幼儿玩具
等107份文具用品， 弓箭、 足球、
篮球等110套体育用品， 300套寄
宿用品及1.28万枚爱心鸡蛋等 ，
并鼓励孩子们坚持梦想、 努力学
习、 快乐成长。

“感谢来自北京的领导和爱
心企业 。 ” 捐赠仪式上 ， 满族
屯满族乡副乡长常立和校长陈
桂 荣 代 表 全 体 师 生 向 考 察 团
致谢。

在科右前旗， 考察团一行先
后来到中博农畜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科学城企业分公司， 对项
目建设、 经济社会效益、 贫困户
增收等进行了重点调研。

据介绍， 2020年5月 ， 中博

农 在 科 右 前 旗 呼 和 马 场 落 地
中 博 农 （兴安盟 ） 万头奶牛养
殖示范园。 该项目直接解决当地
就业约500人， 带动周边地区7万
亩青储玉米种植户人均增收200
元/亩， 并有效拉动种植业 、 乳
制品加工业和服务业等关联产业
发展。

“我现在在家门口上班， 既
挣了钱， 又方便照顾老人小孩。
现在每个月能拿到7500元工资。
真的很感谢企业。” 在养殖示范
园建设项目工作的贫困户谢额尔
敦说。

“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也
是自身发展的重要机遇。” 非公
科技企业代表纷纷表示。

据悉 ， 考察团除了爱心助
学、 调研企业， 还在科右前旗当
地采购了10万元的特色农产品，
将通过科学城总工会会员服务平
台进行线上推广。

湖北房县的小花菇、 河北曲
阳的烧饼以及内蒙古突泉的大
米、 杂粮……各种土特产品跨越
山水走进北京房山 。 9月16日 ，
2020年全国消费扶贫月———北京
消费扶贫市区联动暨消费扶贫工
会日、房山区对口帮扶产品进京
活动，以“扶贫大集”的形式，在房
山区窦店镇正式拉开帷幕。

记者在 “扶贫大集” 现场看
到， 来自12个受援地区的600余
种特色产品摆满货架， 很多周边
市民络绎不绝地前来赶大集、 挑
商品。 除宣传销售受援地区特色
农产品外， 活动现场还发起 “购
买一份扶贫产品、 奉献一份首都
爱心、 帮扶一户贫困家庭” 工会
会员消费扶贫倡议活动， 并动员
现场群众办理 “北京消费扶贫爱
心卡”， 倡导大家以多种形式和

实际行动参与消费扶贫。
“‘大集’ 是贴近百姓、 被

百姓喜爱的一种购物方式， 之所
以开办 ‘扶贫大集’， 就是想利
用这样一种群众乐于接受的商贸
形式， 让受援地区的产品走近千
家万户。” 房山区扶贫协作和支
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 区发改委主任胡建光告诉了
记者 “扶贫大集” 的开办初衷。

据了解， “扶贫大集” 吸引
周边市民逛集购物的同时， 在接
下来的半个月里， 围绕拓展 “扶
贫大集” 辐射效应， 房山区将持
续为12个受援旗（县）提供展示专
区，同步组织“万企帮万村”企业、
区属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等各类
企业130余家，集中参观 “扶贫大
集”、 现场接洽采购事宜， 开展
供需精准对接的展销活动。

平谷工会打造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

166名老人有了温暖的“家”

中关村科学城考察团赴科右前旗扶贫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