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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大巴”温暖回家路
本报讯（通讯员 潘福达）
早上，在地铁 16 号线 20 标段
红莲南路站项目生活区，来自
山东的来京务工人员岳彩格
起得比平时早了一个小时 。
他早早整理好了两大编织袋
的行李，给家里拨通了电话，
脸上止不住笑意：
“ 一会儿我
就坐爱心大巴回家啦 ，放心
吧！”
岳彩格的室友们，是彼此
熟知要好的山东老乡，他们中
有钢筋工、混凝土工、技术工，
还有吊车司机，都是北京市政
路桥公司的工人。大家伙儿

你一句我一句，在欢声笑语中
打包行李，地上大包小裹堆得
小山似的。孙连云还特意带
了一箱北京牛栏山酒：
“ 在北
京赚到钱了，回家请亲戚朋友
喝酒！”
门外，两辆大巴车正等着
他们，目的地是远在 600 多公
里外的山东省莘县。搬来一
箱箱“京八件”糕点礼盒，市政
集团劳务管理中心的工作人
员张罗着给 80 多位一同回家
的农民工送上礼物。
“工钱绝对不会差，血汗
钱您拿好嘞！”一些农民工不

会用银行卡，工作人员就把现
金送到他们手里。师傅们攥
着一沓沓崭新的钞票，喜上眉
梢。
当鼓鼓囊囊的行李、年货
塞满行李舱，两辆大巴车徐徐
开动。苑代磊小跑着跟车上
的同伴道别，手摆个不停。今
年春节 ，他主 动留守工 地值
班。
“项目工期紧，日常安全巡
查少不了，咱得守好了工地，
才能让其他兄弟过个踏实年
呀！”
车上，工友们有的忙着给
家里报个信儿，有的掏出食堂

广外社保所与务工人员一起迎新年
本报讯（通讯员 马智）2月
8日，
西城区广外马连道党群活
动中心与广外街道社保所联合
举办
“人在他乡包饺子过大年”
活动。来自辖区各行各业的留
守来京务工人员共计 50 多人
相聚一起，
喜迎春节。
本次外来务工人员包饺
子过大年活动旨在营造幸福
祥和的年节氛围，来自五湖四

海的务工者欢聚一堂，为这顿
年饭忙乎开了。有的和面、擀
皮，有的负责剁肉馅，也有心
急的赶忙洗手挤进包饺子的
行列。乡音亲，乡情浓，饺子
香。浓浓的年味让人陶醉。
活动期间，社保所还为他们送
去了社保政策宣传品，让他们
能在欢聚中了解政策，运用政
策，享受新政策给他们生活带

来的新变化。
外来务工人员小李由衷
地表示：
“ 我们这些在外打工
的人，节日里不能回家已经很
平常了，而在广外街道还能够
感受到这样的亲情与温暖，我
非常的感动，也非常高兴，社
保所还为我们送来了社保政
策，让他们工作的更踏实、更
有劲儿了。
”
A02-372

延庆人力社保局节前慰问千余人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杨 奇
岩 耿艳超）2 月 5 日至 2 月 9
日期间，延庆区人力社保局深
入农村、社区和企业开展春节
前
“送温暖”慰问活动。

慰问活动向 980 名正在领
取失业保险金的城镇困难失业
人员、
17名城镇特困失业人员、
80 名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特困退
休职工以及17家安置农民工较

多的企业单位，
送去了慰问金和
慰问品，确保全区城镇困难失
业人员、特困退休职工、
节日期
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农民工度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A02-200

新街口慰问 30 多名失业人员
本报讯（通讯员 朱玲）2
月 9 日，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社
保所对正在领取失业金的困
难人员进行慰问。
为确保慰问金的顺利发

公

告

公

放，新街口社保所前对辖区内
21 个社区的失业人员名单进
行梳理，今年春节慰问涉及 31
名失业人员，每人发放慰问金
500 元整，共计 15500 元。为
告

北京棕熊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泊尔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依法受理林远雁诉你公司
本委依法受理贾洋洋诉你公司
超时、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劳 支付工资争议一案，请你自公告发
动争议一案，请你公司自公告发布 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海淀区劳动人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海淀区劳动人事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地址：
北京市海
争议仲裁委员会（地址：
北京市海淀 淀区知春东里 15 号楼四层开庭等候
区西四环北路 65 号 105 室）领取《申 区）领取《申请书》、
《立案通知书》、
请书》、
《立案通知书》、
《举证通知 《举证通知书》、
《出庭通知书》，
逾期
书》、
《出庭通知书》，逾期视为送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
达。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日内。本委定于
期满后的十日内。本委定于2018年
2018 年 5 月 2 日上午 10:00 开庭审
5 月 3 日上午 10:00 开庭审理此案，
请你准时到庭，
届时未能到
请你公司准时到庭，
届时未能到庭， 理此案，
庭，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
2018年2月13日
2018 年 2 月 13 日

公

告

公

告

科创巾帼（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视荧屏（北京）影视中心有限公司：
本委依法受理王文峰、于海波、
本委受理韩忠昌、
王玥玮申请中
李建强、
陈海波四人诉你公司 工资差 视荧屏（北京）影视中心有限公司关于
额等劳动争议一案，
请你公司自公告 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
已审理终结。
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海淀区劳动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京海劳人仲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地址：
北京市海 字[2017]第 13669 号、京海劳人仲字
淀区西四环北路 65 号 105 室）领取 [2017]第13670号裁决书。自公告之
《申请书》、
《立案通知书》、
《举证通知 日起 60 日内来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
书》、
《出庭通知书》，
逾期视为送达。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
逾期
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
可在公告
后的十日内。本委定于2018年5月2 期满后 15 日内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日上午9:00开庭审理此案，
请你公司 法院提起诉讼，
逾期不起诉，
本裁决书
准时到庭，
届时未能到庭，
本委将依法 即发生法律效力。本委地址：
北京市
缺席裁决。
海淀区西四环北路65号二层212室。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
2018年2月13日
2018年2月13日

公

了 保 障 失 业 人 员 能 够 快 速、
便 捷 的 收 到 慰 问 金 ，慰 问 金
以银行直接划款到失业人
员个人银行账户的方式完
成。
A02-184

告

公

告

供应的热乎鸡蛋和红薯吃起
了早餐，还有的拿起手机拍北
京的街景。
“嚯，这还有字儿呢！”老
乡们正拉着家常，岳彩格眼前
一亮，才发现礼物里还夹着一
封粉底黑字的慰问信。
“感谢你们为首都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建设献出的聪明
才智和辛劳汗水 ，你们 辛苦
了！”岳彩格念着，旁边的工友
接过话茬儿，
“天儿虽然冷，可
是我们的心挺暖的！”车上传
来一阵阵会心的笑声。
直到大巴车消失在视线

里，项目部经理李贺和送行的
工作人员才松了一口气。这
个标段自 2015 年开工以来，
外来务工人员基本上一整年
都昼夜坚守在施工现场，一年
到头回家一次不容易。
为了减轻工人们旅途上
的奔波，保证他们平安到家，
项目部每年都会在春节前租
赁大巴车统一送工人们回家，
年后也将安排大巴车从县里
统一把工人们接回项目部 。
“咱们的免费爱心大巴，要一
直持续至工程竣工。
”李贺说。
A02-884

昌平 587 名
未就业大学生得培训
“红包”
本报讯（通讯员 李慧娟）
各镇（街道）社保所在昌平区
2017 年昌平区有 587 名未就
各高校内进行了广泛的摸底
业高校毕业生，
收到了免费培
和调研，并建立了《高校应届
训的
“红包”
，他们在昌平区职
毕业生基本情况台账》，充分
业技能培训学校参加了免费
了解其就业情况、就业意愿、
的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
有无培训需求等。最后根据
其中计算机软件测试员培训
毕业生的个人意愿以及调研
20 人 ，社 区 物 业 管 理 培 训 6
走访中发现的问题，制定了
人，消防中控培训 3 人，创业 “三定+创业”的培训计划，包
培训 542 人，发放培训资金 55
括计算机软件测试员培训、社
万元。
区物业管理培训、消防中控培
据了解，
为提高辖区离校
训及创业培训，
促进培训与就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职业技能
业有效衔接。
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
更好地
目前，
参加计算机软件测
促进其就业，昌平区制定了
试员培训、社区物业管理培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职业
训、消防中控培训的大学生已
培训工作实施方案》，以开展
全部实现就业，
高校毕业生的
创业培训、职业指导为重点，
就业率达到了 97.28%。下一
多渠道，
多形式地开展离校未
步，
该区将针对参加创业培训
就业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工
的学员开展 6 期追踪回访，对
作。
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进行有
据悉，
为提升培训的实用
针对性的创业指导，
相关负责
性和针对性，确保培训效果，
人表示。
前期昌平区人力社保局依托
A02-573
公

告

公

公

告

告

北京睿芸翰林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艺企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快先生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快先生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向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依法受理孙文锴诉你公司
本委依法受理冯君霞诉你公司
本委依法受理胡晓力诉你单位
本委依法受理郑凯诉你公司工
本委依法受理金晓东、薛惠、王
请你公司自
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请你自公告 资劳动争议一案，
请你公司自公告发 金宝诉你公司工资差额劳动争议一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劳动争议 工资差额劳动争议一案，
请你公司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六 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海淀区劳
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海淀区劳动 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海淀区劳动人 案，
请你公司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 一案，
北京市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地址：
北京市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地址：北京市海 日内到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十日内到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海淀区西四环北路65号105室）领取
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65 号 105 室）领 淀区西四环北路 65 号 105 室）领取 员会（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员会（地址：
《立案通 《申请书》、
《立案通知书》、
《举证通知
取《申请书》、
《立案通知书》、
《举证 《申请书》、
《立案通知书》、
《举证通知 65号105室）领取《申请书》、
《立案通 65号105室）领取《申请书》、
《举证通知书》、
《出庭通知书》， 书》、
《出庭通知书》，
逾期视为送达。
通知书》、
《出庭通知书》，逾期视为 书》、
《出庭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知书》、
《举证通知书》、
《出庭通知书》， 知书》、
送达。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 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的期限 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 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达期满后的十日内。本委定于 2018 后的十日内。本委定于 2018 年 5 月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日内。本委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日内。本委定于 的十日内。本委定于2018年5月2日
请你公司准
年 5 月 2 日上午 9：
00 开庭审理此案， 3 日上午 10:00 开庭审理此案，请你 定于2018年5月2日上午9:00开庭审 2018 年 5 月 3 日上午 10:00 开庭审理 上午9:00开庭审理此案，
请你公司准时到庭，
届时未能到 时到庭，
届时未能到庭，
本委将依法缺
请你准时到庭，
届时未能到庭，
本委 公司准时到庭，届时未能到庭，本委 理此案，
请你公司准时到庭，
届时未能 此案，
庭，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席裁决。
将依法缺席裁决。
将依法缺席裁决。
到庭，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
2018年2月13日
2018年2月13日
2018年2月13日
2018年2月13日
2018年2月13日

公

告

北京小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李莹申请北京小保科
技有限公司关于工资差额等劳动争
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京海劳人仲字[2018]
第 1125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逾期不起诉，
本裁
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本委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65 号二
层210室。
特此公告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2018年2月13日

公

告

北京动力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金鑫申请北京动力空
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工资等劳
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京海劳人仲字
[2018]第 730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逾期不起诉，
本
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本委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65 号
二层203室。
特此公告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2018年2月13日

公

告

中视华业(北京)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段露兰申请中视华业
(北京)国际传媒有限公司工资及工
资差额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京海劳人仲
字[2017]第 13897 号裁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北京市海淀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
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
诉，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本
委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65号二层202室。
特此公告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2018年2月13日

公

告

中凯拓富(北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张和、蔡丽丽、邾立桥、王慧芳、李欣欣、张晨晨、颜廷鹏、
刘熠、张丽媛、杨德华、胡荣扬、魏全秋、舒敏、闫晓彤、李泓霖、秦亚楠、
周斌、邱福锐、李鹤鸣、任卫新、蒋琼、王菲、成倩倩、陈玉、李晓洋、徐海
龙、果雪静、李龑楠、康琳、马彦丽、周伟、李亚飞、闫婷婷、罗洪等 34 人
与你公司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 京 海 劳 人 仲 字 [2017]14305-14310、14312-14326、14328-14329、
14332、14335-14337、14339-14342、14344-14346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逾期不申请，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本
委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65 号 215 室。
特此公告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2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