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确保节日期间
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 近日， 北京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多措并举， 围绕 “两
节” 期间重点行业和
重点领域做好用工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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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年味
渐浓。 近日， 海淀区甘家口市民
活动中心邀请5位书法家书写了
1000个福字和500副对联， 为居
民们送上新年祝福。

此次活动通过线上形式开
展 。 5位书法家来到直播现场 ，
为帮助大家了解中国书法艺术的
深广内涵 ， 科普了 “篆 、 隶 、

楷、 行、 草” 五种书体的起源和
特点。

直播结束后， 书法家将写好
的1000个福字和500副对联线下
送给居民。 街道市民活动中心负
责人王春生表示， 今后， 甘家口
地区将继续开展趣味活动， 提升
每一位居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
安全感。

建立重点企业用工服务
保障机制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表示， “两节” 期间， 本市相
关部门动态掌握人员流动和留京
过年底数， 并指导行业企业储备
应急力量。 同时， 全市建立重点
企业用工服务保障机制， 发挥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 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和劳务派遣机构作用， 通过
及时发布招聘信息， 开展共享用
工、 余缺调剂， 全力保障企业用
工需求。

朝阳区联合前程无忧、 智联
招聘等头部人力资源机构， 陆续

举办物流快递、 “快修保食洁”、
春节保供等5个专场招聘， 已经
为美团、 菜鸟等800余家用人单
位招工2500余人。 对接区行业主
管部门， 为30余家重点保供企业
发布用工需求2463个。 同时， 开
展 “职达社区 、 送岗上门 ” 活
动， 将90余家 “快修保食洁” 企
业 岗 位 发 送 到 社 区 微 信 群 、
楼门长微信群 ， 覆盖了 183个
社区。

通州区快速响应企业需求 ，
创新做好用工保障， 制定了 “助
复工·保用工” 公共就业服务专
项行动计划， 建立专班， 设置服
务专线 ， 安排专人主动对接摸
查， 开展 “一企一策” 服务。 同
时 ， 持续推进 “通州人社帮帮
团” 项目和 “菜单+订单式” 服
务 ， 重点保障副中心供应链 、
产业链企业和六大重点产业所属
企业的用工需求， 全力以赴打好
助企纾困的 “组合拳”， 助力城
市副中心企业复工复产 “加速
跑”。

昌平区开展 “一企一策一特
色” 服务， 为2000余家企业配备
就业服务专员， 24小时不间断提
供用工需求对接， 目前已解决用
工需求 9441人次 。 同时 ， 通过

“昌平就业” 微信公众号、 北京
昌平APP、 人力 资 源 公 共 服 务
系统 、 就业保障直通车四平台
联动 ， 已帮助企业招聘 3700多
人。

鼓励并保障外地务工人
员留京过年

临近春节， 多地出现配送运
力紧张， 不少居民以全职或兼职
的形式加入配送骑手队伍， 支持
保供工作， 还能赚取额外收入。
“听说最近跑外卖不少人日入过
千， 我就来试试。” 来自北京朝
阳区的王智两周前成为一名骑
手， 这个春节他计划留岗过年。
“看了平台的补贴政策， 春节是
骑手收入的高峰时期， 在北京一
周可以比平时多赚2500元左右，
跑完这个春节， 我过年后再错峰
回家。”

今年， 北京市鼓励外地务工
人员留京过年、 错峰返乡。 面向
留京务工人员， 协调提供防疫药
品物资暖心包， 指导企业做好福
利保障发放、 走访慰问。

石景山区将留京务工人员请
进 “务工人员之家” 开展交流座
谈， 共话新春、 询问需求， 并提

前为留京务工人员送去充电暖
宝 、 糕点 、 福字 、 春联在内的
“新春大礼包”， 向坚守在岗位的
务工人员送去节日的祝福。

大兴区全部21个 “务工人员
之家” 已为来京务工人员提供就
业、 政策咨询、 休憩歇脚、 健康
监测等暖心服务500余人次 ， 服
务务工人员在京稳定就业。

为做好骑手留岗后勤工作 ，
美团配送不仅投入骑手春节稳岗
补贴， 还组织了新春礼包发放、
站点慰问、 “年货驿站” 等春节
关怀活动。 在除夕至初七期间，
美团配送还计划联合快餐品牌
9000家门店开展 “过年7天乐 ”
活动， 留岗骑手可以在相关品牌
的全国门店每天享有一次免费或
折扣套餐。

今年春节期间， 北京地区数
万京东快递小哥将继续奔走在街
头巷尾， 为消费者提供不间断的
上门寄递服务。 为了让春节留岗
的一线员工踏实过年， 京东物流
今年还将继续推行 “我在京东过
大年”， 坚守一线、 原地过年的
员工除法定节假日加班费以外，
还将额外获得 “不打烊红包 ”。
另外 ， 还将发放 “子女团聚补
贴”， 鼓励一线职工在保障安全

的情况下， 将子女接到工作地共
度春节， 在坚守岗位的同时实现
节日团聚。

进一步优化各项社保经
办服务

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北京
市进一步优化了社保经办服务。
享受2022年度缓缴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费的参保单位， 可申请延长补缴
时间至2023年底。 参保单位可以
结合自身需求 ， 自主选择不定
期、 逐月、 分期补缴三种方式之
一， 进一步减缓企业压力， 并通
过咨询热线电话为缓缴企业提供
政策指导和问题解答， 确保惠企
政策应知尽知。

东城区目前已为2206家企业
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8.35亿元 ，
还通过多途径、 多形式深入普及
人社惠企利民政策， 持续提升政
策知晓度。 昌平区制作了社保业
务网上办理指南， 涵盖85项业务
网申、 查询、 报表下载等经办流
程， 并为每个业务制作专属二维
码 ， 办事人员扫码即可线上办
理， 方便、 快捷、 省时， 月均服
务企业1.1万家次。

本市多措并举做好“两节”期间用工保障

□本报记者 孙艳 余翠平

颐堤港的“太空兔”带你体
验潮酷的沉浸式太空基地 、园
博园举办寻“味”卯年沉浸式国
风游园活动……春节前夕 ，京
城各大商圈推出丰富多彩的活
动， 让消费者感受热情洋溢的
节日气氛， 购置年货、 体验民
俗，进一步促进消费回温。

朝阳区多商圈推出促
消费活动

“月兔降临” “探月秘密”
“环形序列 ” ……位于颐堤港
一层的冬季花园打造成炫酷的
太空展览， 通过丰富的场景和
沉浸式体验， 邀请消费者一同
感受太空探秘的奇趣魅力。

记者了解到， 这是颐堤港
为迎接2023年兔年到来而特别
推出的展览， 展览携手中国探
月工程和火星探测工程两个国
家 级 IP的 官 方 形 象 太空兔 ，
将硬核科技 、 太空 美 学 与 节
庆氛围相结合 ， 与 消费者喜
气洋洋地度过农历新年。 值得
一提的是 ， 消费者 在 现 场 还
可以近距离观看玉兔二号月
球车1∶1的模型以及真实的火箭
残骸。

春节期间， 烟火气十足的
合生汇将开展 “长安二十一街
区之遇兔呈祥” 活动， 结合春
节及元宵节节日特点， 打造沉
浸式互动体验活动。 同时， 大
年初一将举办 “祥狮闹合生”，
邀请象征吉祥如意的民间艺术
祥狮在合生汇内表演， 进行上
高桩、 高杆， 采青、 纳福、 吐
珠。

随着春节的临近， 朝阳区
各商圈餐饮商家推出了多款式
的年夜饭， 出现了年夜饭预订
火热的现象。

“年夜饭预订非常火爆 ，
我们餐厅年三十儿的包间已经
全部预订完 。” 苏帮袁合生汇
店的店长高美财介绍， “我们
已经备足食材， 很多员工也都
放弃了回家过年， 保质保量为
顾客奉上鲜美的年夜饭。”

今年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
沿线餐饮企业的年夜饭预订也
非常火爆， 蓝色港湾相关负责
人表示， 近期随着商场客流显
著回升， 餐厅的烟火气也都回
来了， 以米其林一星餐厅 “拾
久 ” 为例 ， 现在已经全部约
满， 三个时段总共近百桌的预
订量。

五大板块80余项主题
活动 丰台春节年味儿足

春节临近， 从1月13日小年
到2月5日元宵节， 丰台区推出
了以 “花开盛世 丰宜福台” 为
主题的 “到丰台过大年 品浓浓
年味” 系列活动， 涵盖欢乐戏
冰雪、 缤纷乐游园、 文博冬令
营、 美食购物季、 新春文化宴
五大板块80余项主题活动。

大年初一至初六， “2023
年花丰食大集” 活动将在世界
花卉大观园举办 ， 包括紫光
园、 眉州东坡、 老门框爆肚涮
肉、 万丰小吃城等20余家参展
品牌 ， 涵盖老北京传统小吃 、
老字号非遗美食、 特色年味儿
产品、 非遗技艺表演、 年花特

色产品等内容。
1月14日， 丰台区第八届欢

乐冰雪季在北京世界公园正式
启动， 通过冰雪游园会等6个板
块活动呈现精彩的冰雪盛宴 ，
春节期间， 丰台区十余处、 共
计40余万平方米的冰雪嘉年华
场地也向社会开放， 为群众感
受浓浓的 “冰雪味儿” 提供好
去处。

1月23日到27日期间， 北京
园博园将举办寻 “味” 卯年沉
浸式国风游园活动， 在环境优
美的江苏园， 以古风沉浸式游
园形式， 加以时下年轻群体推
崇的 “围炉煮茶” “汉服巡游”
“曲艺戏曲快闪” “文化非遗展
卖” “老北京小吃体验” 等活
动， 为游客营造浓厚的穿越氛
围。

春节期间， 丰台区还推出
了文化之旅。 北京汽车博物馆
将举办2023年寒假体验营暨第
十四届 “博物馆里过大年” 系
列活动， 同时还将推出 “寻味
卯年 新年市集”， 此外在大年
初一到初五首次开放 “春节夜
场”， 呈现一系列具有体验性、
趣味性和艺术性的系列科普教
育和文旅消费活动。

北京南宫旅游景区还将举
办 “逛庙会 过大年” 为主题的
新春游园灯会活动， 大年初二
五洲植物乐园将会举行一场掌
灯仪式， 奇趣缤纷的灯光映入
眼帘， 还有巧妙有趣的猜灯谜
活动 ， 新年祈愿 、 古风换装 、
DIY制作专属花灯等一系列互
动活动， 为市民送上一场视觉
盛宴。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鼓励和保障外地务工人员留京过年、错峰返乡

购置年货 体验民俗 促消费回温

甘家口街道邀书法家社区送“福”

年关将至， 不少市民着手置
办年货。 近日， 北京市通州 区
市 场 监 管 局 深 入 辖 区 各 大 商
超 、 农贸市场突击检查计量器
具， 严防不良商家 “缺斤少两”
坑害消费者， 让市民 “秤” 心如
意过大年。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计量监督
科科长施凤云介绍道 ， 按照规
定，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秤、 台
秤等计量器具都属于国家强制管
理的计量器具， 商家需要定期向
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强制检定， 经

检定合格后才能使用。 消费者购
买称重商品时， 要认准红框蓝章
的检定合格证， 同时注意合格证
有效日期。

执法人员提示广大消费者 ，
购买商品前可通过微信搜索 “国
家食品 （产品） 安全追溯平台”，
扫描商品上的条形码即可查询并
核对厂家信息和商品信息， 若发
现商品信息与包装上信息不一致
时请不要购买， 要截图保留好证
据， 第一时间向当地的市场监管
部门反映。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通讯员 潘若莼/摄

严查计量器具 让市民“秤”心如意过大年

北京各大商圈红红火火迎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