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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小伙伴们踏上春
游的大巴车，总算了却一桩
心事，亲们开心地玩吧，很多
奇妙的爱情都发生在集体出
游中，我只能帮你们到这
了。三家公司一起玩，机会
还是很多的，解决公司员工
单身问题也是 HR 的工作
呢！”前天，一家公司的人力
资源总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
这样一条微信。

网友“小飞飞”说：“集体
春游，工会在这个时候发挥
了它最大的智慧，吃饭、打
牌、小游戏等，看春景，接地
气，满满地和大自然来了次
拥抱，一天下来，把我乐坏
了。”

“眼下踏春赏花正当时，
看到朋友单位组织春游，自
己单位却没有，心里还蛮失
落的。”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
的小杨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吐
槽，引起不少朋友的同感和
点赞。

“上学的时候有春游、秋
游，上班以后反而没有这样
的集体活动了，完全感觉不
到集体的温暖啊。”采访中，
记者发现也有企业对于春游
这项职工福利不放在心上，
认为可有可无。

记者调查发现，大多数
单位的职工对春游有着无限

的向往，希望自己所在的单
位能够组织春游。省会某科
研单位的马女士说：“集体春
游时，大家可以把工作暂时
放一放，愉悦身心又加强了
交流，如果允许把家属、孩子
都带上，搞个大联欢，更能促
进员工之间的和谐相处。”

郑州市一家市属单位的
工会负责人认为，春游可以
为大家增添一个沟通交流的
平台，通过春游促进员工身
心健康，增进彼此感情，增强
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单
位曾组织过员工春游，但后来
出于安全考虑，加上众口难
调，这两年把春游取消了。
如果大部分职工都提出要春
游，单位还是会考虑的”。

河南旅游百事通总经理
刘玉柱认为，根据政策，工会
可组织单位员工一日游，旅
行社也可根据市场需求，为
目标客户量身定做有特色的
个性化旅游产品，为省内游
市场注入生机与活力。

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营
销总监李琦表示，一日游是
重复度很高的旅游产品，作
为景区，要在春游市场做出
新意，应该突出主题趣味性，
推出各种主题活动以保持旅
游产品的活力，这样才能提
高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

政策利好撬动春游复苏——

阅读提示 4月8日，新
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的意见》。意见强
调，切实保障职工休息休假
的权利。完善并落实国家
关于职工工作时间、全国年
节及纪念日假期、带薪年休
假等规定，规范企业实行特
殊工时制度的审批管理，督
促企业依法安排职工休息
休假。

2014年7月，全国总
工会曾经下发《关于加强基
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
知》，在被允许使用工会经
费支出的文体活动中，明确
包括“开展春游活动”。

针对各地基层工会存
在的疑问，2014年12月8
日，全国总工会下发《补充
通知》作出细化规定：基层
工会组织用会费组织会员
观看电影、开展春游秋游等
集体活动。当会费不足时，
基层工会可以用工会经费
予以适当弥补。

今年1月9日，全国总
工会召开的 2015 年第一
季度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明
确：“基层工会组织春游、秋
游等活动应该严格控制在
所在城市，当日往返。”

可见，工会组织职工春
游踏青，于法有据、于情有
理，这项福利真的可以有！

那还等什么呢，赶紧呼
叫你的工会主席吧！

花初开、叶渐绿，春光明媚，草
长莺飞，正是春游踏青的最好时机。

“上个周末，郑州市经三路一家
大型酒店组织了150多名员工，到
我们新乡南太行旅游度假区的万仙
山景区春游；次日，一家大型连锁卖
场组织了近200名员工到八里沟景
区踏青春游。”昨天，新乡南太行旅
游度假区郑州办事处的李娜告诉记
者，在组织员工春游方面，似乎民营
企业以及大型连锁企业比较积极。

郑州市一家知名火锅连锁企业
的人事经理介绍，他们上周组织了
600多名一线员工到郑州南郊的金
鹭鸵鸟园踏青游玩，大家玩得不亦
乐乎。“各家门店的服务员和厨师，
公司发给每人75元的春游费，超出
部分自己掏钱。而门店主管一级的
中层人员，每人是100多元的旅游
经费；店长和公司高管则是坐着飞
机到厦门云南四川等地‘春游’了。”

这名人事经理认为，对民营企业来
说，员工们对单位组织的“公款旅
游”已经欣然接受。

洛阳重渡沟景区郑州办事处
经理霍宏庆觉得，现在好像越小的
单位越是注重员工的集体活动，

“比如一些美容院、理发店以及一
些小型公司，经常组织员工春游赏
花，而一些机关单位或大型国企，
组织员工春游方面好像没有小企
业积极主动。”

河南康辉国际旅行社省内部
计调李园园说，她的客户中，组织
员工春游的大客户以房地产企业、
建材企业为主，尤其卖瓷砖的最
多。“这些客户选择的旅游产品，以
省内一日游、二日游为主，栾川的
鸡冠洞、重渡沟，新乡的八里沟、万
仙山，以及鲁山的尧山等景区，都
是热门春游目的地。”

向单位喊话 咱们春游吧

□记者 魏国剑

春游福利可以有 一日游成“潜力股”

春游踏青 单位越小越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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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保密婚查取证找人61117779
●隐私婚查找人13949009992
●齐勇智律师13838381848
●现金收购欠条！婚查、难事

帮办寻人查址13283808650
●回收欠条调查找人13027711150
● 53668802婚查取证定位找人

●婚查取证寻人13526607317
《讨债★找人》
北区：15136244333
东区：13623849099
南区：13298418000
成13223071110收
《要账★婚查》
诚速合法18538729110
要账收欠条

难事帮办，实力见证，快速合

法咨询专线，13140005465

【收账▲婚查】
成功收费18603865807合法

《要账专家》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快速

安全，诚信,专要工程款，现金借

款，合同款,单位欠款，快速找人

婚查。欢迎各地市加盟共赢。

总部电话：400-089-3691
郑州西区电话：18838272316
郑州东区电话：13071022966
紫荆山电话：15638176869
许昌分部电话：13080162177
■诚信收账■
疑难杂症13939006684婚查

13015500011大账
13015506677成付
诚信帮收欠款
我公司多年帮收欠款经验

小额当天，大额三天，办成收费

快速解除您欠款难收的烦恼

咨询专线：13937129575
400-093-1761
全国要账，现金收欠条

合法事成收费
快速清收国内各种欠款纠纷

收购债权等业务13525545078
老兵★清欠

我公司合法诚信、律师带队

快速追收企业、个人各种欠款

事成收费:0371-66797888
律师快速要账

8年成功经验、事成收费

邀各地市加盟分部合作共赢

总部电话：15838036875
清纠纷15538311678
全国收购欠条
全国办理各种欠款，为您排忧

解难。调查取证15738808370
神速18137889110
■事成收费■
专业清债，收购债权，找不到

欠款人勿扰，媒体合作，实力

见证，一次合作，终身朋友。

专线：15093301233
收购债权

快速合法13903821300
要账18530015557
胜龙★收账

事成收费13523525159

抵押贷款

●房地产银行贷7厘65329508
《快贷》56711166

新老房车按揭房再贷额度高

息低循环用手续简便放款快

56666867房车贷
房车贷当天放款欠款房再贷

贷款急56628699
新老房车超额贷银行息、特快

贷款快56776677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含郊县

房车贷56708686
新老房车费低欠款房含郊县

房车贷56777788
新老房银行贷1-10年循环用

垫资全额贷信用差欠款再贷

房车快56628766
超额欠款房贷新老房银行贷

急用钱56777776
身份证房车信用差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专业房贷56788788
新老房高额银行快贷息低简

循环使用（含郊县）车贷特快

快速56705588贷款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商标注册63290016

工商咨询

●大额资金专办13526626508
●注册公司18539578966
●快办各类公司13343845752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QS许可证●资质63910208
●免费注册公司18539908198
●QS认证生产许可证56789370
●QS、环评快办13027740569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工商许可证代办13384009701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各类资质咨询15603711976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500元起代办公司86107188
●快办公司代帐18737128155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超低快办公司15517559996
●专业办各种资质63702222
●投资金融专办13503711111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免费快办公司15515601328
●金融房地产资质15136113639
●专办公司代账13503862997
“工商■资质”
快办公司建筑资质66364166
房产物业电力园林66364266
八大员技工特种工66364366
速办■总承包
建筑■市政■公路■水利

机电■化工■矿山■电力

一级■二级专线55058991
三级■增项专线55058997
建造师■八大员■三类人员

技工证■特种工55058993
速办公司65251888
鑫汇工商咨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许可

证八大员特种工三类人员技

术工人65901419;63388258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资质专办60396908
各类资质新办升级增项

八大员技工特种工证办理

18538029920 13525582082

清明上河园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