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级服务项目 
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 

服务单位 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服务中心 

地址 北京职工服务中心一层 

电话 12351 

服务办法 职工门诊或住院治疗，医疗费用超过医

保起付线后“自付一”的部分，按一定

比例给予补贴。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验证身份 

服务期限 长期有效 

 

在职职工心理发展助推计划 

服务单位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北京市技术交流

中心） 

电话 12351 

服务办法 免费预约体验北京市职工发展心理体

验示范中心，免费使用北京市职工心理

体验服务系统（www.bjzgxl.org）进行

心理测评、心理减压、在线心理咨询等

服务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验证身份 

服务期限 长期有效 

 

非工伤意外伤害及家财损失综合互助保障计划 

服务单位 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服务中心 

地址 北京职工服务中心一层 

电话 12351 

服务办法 免费提供非工伤意外伤害导致身故（职

工及职工每名子女赔付金额最高 20000

元）、非工伤意外伤害导致伤残（职工

及职工每名子女赔付金额最高 5000元）

及家庭火灾、水暖管爆裂导致财产损失

（分别赔付金额最高 10000元）的互助

服务保障（险）。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验证身份 

服务期限 长期有效 

 

在职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划 

服务单位 北京市职工技术协会 



电话 12351 

服务办法 以服务和资金助推为主要方式，对取

得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或纳

助推范围的行业性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颁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职工进行

助推，助推标准为：国家一级职业资

格（高级技师）证书，每人资助2000

元；国家二级职业资格（技师）证书

，每人资助1000元；国家三级职业资

格（高级）证书，每人资助800元； 

对参加北京市“职工技协杯”职业技能

竞赛（市职工技术协会单独或参与承办

的市级二类及以上级别）不取证职业

（工种）获得决赛前十名的选手，第一

名参照国家一级职业资格（高级技师）

标准资助，第 2-10名参照国家二级职

业资格（技师）标准资助。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1.申报助推信息。职工通过登录“在

职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划在线系统”

（http://plan.bjjsyc.org.cn/）注

册并填报助推申报信息或者选择到街

道乡镇工会服务站、企业“职工之家

”和拨打“12351”职工服务热线由工

作人员协助申报。 

2.资格校验及资金划拨。市职工技协

通过助推系统对助推申报信息进行资

格检验及审核，向审核通过人员的京

卡账户发放助推资金并短信通知。 

服务期限 长期有效 

 

在职职工医疗康复推进计划 

服务单位 北京康复医院 

电话 56981188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可免挂号费就医、享受体检套

餐 8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验证身份 

服务期限 长期有效 

 

法律援助 

服务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电话 12351 

服务办法 劳动法律咨询服务；劳动争议案件代书



服务；劳动争议案件的法律援助代理服

务；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的咨询服务； 

劳动争议案件调解服务；工会法人资格

登记服务；其他相关法律服务。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验证身份 

服务期限 长期有效 

 

职业介绍 

服务单位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北京市技术交流

中心） 

电话 12351 

服务办法 登记个人求职信息，免费推荐工作岗位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验证身份 

服务期限 长期有效 

 

职工困难帮扶和应急救助服务 

服务单位 北京市职工服务（帮扶）中心 

电话 12351 

服务办法 免费提供困难帮扶和临时应急救助服

务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验证身份 

服务期限 长期有效 

 

婚姻家庭服务 

服务单位 北京职工婚姻家庭建设协会 

电话  12351 83570196 

服务办法 帮助职工缔结美满婚姻，每周通过

12351热线提供婚姻家庭咨询服务，帮

助职工开展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方面

宣传教育培训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验证身份 

服务期限 长期有效 

 

职工体质监测服务 

服务单位 北京市职工体育服务中心 

电话 65016655-5732 

服务办法 为持卡会员提供优惠体质监测服务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验证身份 



服务期限 长期有效 

 

职工文化休闲服务 

服务单位 北京职工体育服务中心 

电话 12351 

服务办法 定期提供五人制足球、篮球、羽毛球场

地优惠开放服务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验证身份 

服务期限 长期有效 

 

优惠公园年票 

服务单位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电话 12351 

服务办法 在北京公园管理中心公园年票发售点，

可以购买面值 100元/张的公园年票（需

提供本人会员服务卡及 1寸照片，每卡

限购一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验证身份 

服务期限 长期有效 

 

住宿餐饮 

服务单位 北京市工人北戴河疗养院 

电话 4000068585 

服务办法 为持卡会员提供北戴河疗养院住宿，餐

饮专享优惠折扣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验证身份 

服务期限 长期有效 

优惠观影 

服务单位 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电影城 

电话 010-63533121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看电影享受 6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验证身份 

服务期限 长期有效 

 

优惠观影 

服务单位 北京五道口工人俱乐部电影院 

电话 62329810 

服务办法 为持卡会员看电影享受标 5-6折优惠，

一卡两票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验证身份 

服务期限 长期有效 

 

 

东城区服务项目 

(精选) 

优惠游泳健身 

服务单位 地坛体育中心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 18号 

电话 64264483 

服务办法 游泳馆散票 8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参与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地坛体育中心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 13号 

电话 67029838 

服务办法 游泳馆 8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参与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地坛体育馆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 168号 

电话 64265116 

服务办法 保龄球馆所有对外公示价格 5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参与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东单体育中心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内大街 108号 

电话 65129377 

服务办法 台球 7折优惠，乒乓球 7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参与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观影 

服务单位 东四工人文化宫电影院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47号 

电话 64006438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看电影可享受最低票价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参与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教育培训 

服务单位 东城区技术交流站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街 44号 

电话 67121632 

服务办法 培训项目培训费 9折。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参与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西城区服务项目 

（精选） 

优惠购书 

服务单位 北京百万庄图书大厦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号 

电话 010-88379646；010-88379645 

服务办法 持“京卡 互助服务卡”的读者购书享

受 8折优惠，店内专柜产品及特殊商品

除外。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搬家 

服务单位 北京四通搬家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里一区 11号楼 3层

006室 

电话 51463333、51079383 



服务办法 搬家运输： 

优惠 10元（600 元以下） 

优惠 20元到 50 元（601元~2000元） 

优惠 50元到 100 元（2001元~3000元） 

优惠 100元到 300 元（3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上有大礼包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北京四通纵横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里一区 11号楼三层

012室 

电话 51463333、51079383 

服务办法 搬家运输： 

优惠 10元（600 元以下） 

优惠 20元到 50 元（601元~2000元） 

优惠 50元到 100 元（2001元~3000元） 

优惠 100元到 300 元（3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上有大礼包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北京四通易嘉搬家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京奥家园 322号楼 1至 2

层 102 

电话 51463333、51079383 

服务办法 搬家运输： 

优惠 10元（600 元以下） 

优惠 20元到 50 元（601元~2000元） 

优惠 50元到 100 元（2001元~3000元） 

优惠 100元到 300 元（3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上有大礼包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教育培训 

服务单位 北大青鸟佳音旗舰总校 



地址 北礼士路 100号 3层 

电话 010-68351302 

服务办法 针对全市会员，IT培训 

1，软件工程师 ： 现价 9900元  优惠

价 9000元 

2，网络工程师 ： 现价 8900元   

优惠价 8000元 

3，其他课程优惠：600元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观影 

服务单位 北京大观楼影城 

地址 西城区前门大栅栏街 36号 

电话 63030551/63034616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享受团体购票价格。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休闲娱乐 

服务单位 湖广会馆 

地址 西城区虎坊路 3 号 

电话 63518284 

服务办法 京剧演出：180、280、380、680（每晚：

18:30—19:30）持京卡会员可享 8折优

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北京老舍茶馆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西城区前门西大街正阳市场 3号楼 

电话 010-63036830 

服务办法 西城持京卡的工会会员享受演出票价

9.5折。 

老舍茶馆还可用餐、品茶、购茶礼。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清华池 

地址 虎坊路大街 17号 

电话 63557653 

服务办法 消费享受 9折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正乙祠戏楼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街 220号 

电话 83151650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可享受 8.5折优惠，不享受折

上折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免费教育培训 

服务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工人文化宫 

地址 月坛南街 24号 

电话 68527725 

服务办法 免费为持卡会员培训使用计算机软件。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朝阳区服务项目 

（精选） 

优惠购药 

服务单位 北京德康金象大药房有限公司 

地址 朝阳区北苑家园茉藜园 601楼一层 2号 

电话 84964291 

服务办法 德康金象大药房分店、北苑分店、广顺

康分店，除特价外药品均享受九折优

惠，以及免费测量血压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北京德康金象大药房有限公司北苑店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紫绶园 4号楼 1

层 6号金象大药房 

电话 84961443 

服务办法 德康金象大药房分店、北苑分店、广顺

康分店，除特价外药品均享受九折优

惠，以及免费测量血压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北京德康金象大药房有限公司分店 

地址 朝阳区南湖中园 129楼 1层大中电器内

金象大药房 

电话 64754363 

服务办法 德康金象大药房分店、北苑分店、广顺

康分店，除特价外药品均享受九折优

惠，以及免费测量血压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北京德康金象大药房有限公司广顺康

店 

地址 朝阳区南湖东园 501号夏都家园 1栋 1

单元 0106号金象大药房 

电话 84711849 

服务办法 德康金象大药房分店、北苑分店、广顺

康分店，除特价外药品均享受九折优

惠，以及免费测量血压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北京大山子怡信金象大药房有限公司 

地址 朝阳区东直门外大山子 31号楼怡信金



象大药房 

电话 64371382 

服务办法 除特价外药品均享受九折优惠，以及免

费测量血压。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观影 

服务单位 北京看购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朝阳区建国路 89号华贸商务楼 15号楼

1603室 

电话 4006-776-516 

服务办法 持工会卡长期充值点数 8.5折优惠，到

看购电影合作影院再享受 3-6折优惠

(影院已打折)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北京市紫光影城 

地址 北京市蓝岛大厦西区五、六层 

电话 65992228 

服务办法 电影票标准票价(全价)5折优惠，每天

可刷卡一次，每场次每卡限购 6张，同

时不再享受影城其他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购票 

服务单位 北京世纪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欢乐谷

分公司 

地址 朝阳区南磨房乡小武基北路 

电话 67201818 

服务办法 买门票送欢乐谷公仔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汽车验车 

服务单位 北京朝政检测场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大街 1号 

电话 84333399 

服务办法 1、预约享受全程免费代替验车服务（验

车费用自付，检测场派人为会员提供办

理验车流程服务） 

网上预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

局网站 

电话预约：84333399   （提供车牌号、

发动机号、联系手机号及验车时间，请

会员带好车辆相关手续） 

2、车辆调修（试）费用 8.5折优惠。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汽车修理 

服务单位 北京朝政修理厂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大街 1号 

电话 84333366 

服务办法 1、拖回本场维修的：五环内免费；五

环外按 8元/公里计费、不收起步费（过

路过桥费由客户承担）。2、维修配件

使用原厂配件。3、工时按 8.5折优惠。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生活购物 

服务单位 北京阿莲新妆美容美发连锁机构神路

街店 

地址 朝阳区南营房日坛晶华商住楼首层 13

号 

电话 85612027 

服务办法 朝阳区工会持卡会员到店美容美发附

加项目享受 7折优惠。北京阿莲新妆美

容美发连锁机构将提供一款工会会员

专享营养护理产品，原价 680元，工会

会员 100元即可享受。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北京阿莲新妆美容美发连锁机构富贵



园店 

地址 崇文区南小市口街 18号裙房 

电话 67189178 

服务办法 朝阳区工会持卡会员到店美容美发附

加项目享受 7折优惠。北京阿莲新妆美

容美发连锁机构将提供一款工会会员

专享营养护理产品，原价 680元，工会

会员 100元即可享受。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北京阿莲新妆美容美发连锁机构甜水

园店 

地址 朝阳区水碓子北里 19号楼（南侧第一

间） 

电话 85977687 

服务办法 朝阳区工会持卡会员到店美容美发附

加项目享受 7折优惠。北京阿莲新妆美

容美发连锁机构将提供一款工会会员

专享营养护理产品，原价 680元，工会

会员 100元即可享受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北京阿莲新妆美容美发连锁机构白家

庄店 

地址 朝阳区白家庄路 2号一层部分 

电话 65852680 

服务办法 朝阳区工会持卡会员到店美容美发附

加项目享受 7折优惠。北京阿莲新妆美

容美发连锁机构将提供一款工会会员

专享营养护理产品，原价 680元，工会

会员 100元即可享受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生活购物 

服务单位 中复电讯劲松店 

地址 劲松三区 301楼，东三环劲松立交桥西

南角   



电话 67736935 

服务办法 1、1000-2000元手机减 100元；2、

2000-3000元手机立减 150元 3、3000

元以上手机立减 200元；免费手机贴膜，

免费换 4G卡、4G 号， 

免费软件升级、数据备份 

免费手机清洁项目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中复电讯工体东路店 

地址 朝阳区工体东路甲 18号 

电话 65852322 

服务办法 1、1000-2000元手机减 100元；2、

2000-3000元手机立减 150元 3、3000

元以上手机立减 200元；免费手机贴膜，

免费换 4G卡、4G 号， 

免费软件升级、数据备份 

免费手机清洁项目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中复电讯将台路店 

地址 酒仙桥 12号 

电话 64341351 

服务办法 1、1000-2000元手机减 100元；2、

2000-3000元手机立减 150元 3、3000

元以上手机立减 200元；免费手机贴膜，

免费换 4G卡、4G 号， 

免费软件升级、数据备份 

免费手机清洁项目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休闲娱乐 

服务单位 音乐之声 KTV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神路街 39号地下一层(日

坛公园北门正对面 ) 

电话 85655777 

服务办法 1、短期合作团购套餐。2、朝阳区工会



持京卡互助服务卡会员到音乐之声 KTV

可享受 1）买 2小时包房费送 2小时包

房使用； 

2）超出时间包房费按门市价 7折结算

（12月 24日、12 月 31日除外）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健康体检 

服务单位 北京民众健康体检中心 

地址 东城区外馆东街 51号凯景铭座三层 

电话 64408080 

服务办法 朝阳区工会持会员互助服务卡会员到

北京民众健康体检中心体检，可以享受

北京民众健康体检中心为朝阳工会会

员专项定制的 5 种体检优惠套餐。会员

个人有需要增加体检项目，体检项目享

受门市价 6折优惠 

服务范围 朝阳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海淀区服务项目 

（精选） 

优惠观影 

服务单位 海淀工人文化宫（万柳影城）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华府北街 2号 

电话 82567215 

服务办法 电影票半价减 10 元，每张卡每天限购

两张优惠票 

服务范围 海淀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海淀工人文化宫（万柳影城）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华府北街 2号 

电话 82567215 

服务办法 电影票半价 

服务范围 北京市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海淀工人文化宫丑小鸭亲子剧场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华府北街 2号 

电话 82567215 

服务办法 优惠票价 30元一张，每张卡每场限购

两张优惠票；每月优惠票数总计 100张 

服务范围 海淀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休闲娱乐 

服务单位 北京稻香湖景酒店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稻香湖路 28号 

电话 010-58718188 

服务办法 凡是本市持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会员

均可享受用餐（限东方苑自助餐厅、食

府餐厅），温泉门票、休闲套票（含房

间）产品九五折优惠；游泳门票及酒店

球类项目八折优惠。此优惠不能与酒店

其他优惠活动同时享用。 

服务范围 北京市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医疗服务 

服务单位 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 

地址 海淀区闵庄路 3号玉泉慧谷园区内 

电话 88855599-1256； 15910233257 

服务办法 1、免费直肠癌筛查和肛肠疾病普查；2、

肛肠疾病住院治疗优惠，可享受治疗费

用自费部分的 10%优惠，单次优惠金额

最高不超过 

1000元。 

服务范围 北京市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便捷生活 

服务单位 物美集团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58-1号物美



商业大厦西区 

电话 4001016016 

服务办法 1、持工会卡均可在北京地区物美及美廉

美超市指定门店（大卖场门店）使用此

卡消费结算，刷卡结算即可享受 9.8折

扣优惠的服务(购买美通卡、联营商品、

外租商户除外)。 

2、多点用户可在享受多点折扣后用京卡

还可享受 9.8折优惠。 

3、每卡每日仅限一次优惠，参与优惠最

高限额 800元（不累计）。 

服务范围 北京市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丰台区服务项目 

（精选） 

   休闲娱乐（优惠参观） 

服务单位 北京汽车博物馆 

地址 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26号 

电话 63756666 

服务办法 享受 10元购成人票一张以及 10元购学

生票一张的优惠政策，每张京卡每日限

刷一次。 

服务范围 丰台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休闲娱乐（优惠参观） 

服务单位 北京汽车博物馆 

地址 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26号 

电话 63756666 

服务办法 丰台区以外工会卡会员来北京汽车博物

馆购买门票，可享受成人 20元/张的优

惠门票价格，每人每卡每日限购 2张门

票服务。 

服务范围 北京市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休闲娱乐 

服务单位 北京千灵山公园 

地址 丰台区王佐镇西庄店村村北 

电话 83870645 

服务办法 享受成人全价门票的 5折优惠（旺季全

价 45元/人；淡季全价 35元/人），每

卡每日最多可以购票 3张 

服务范围 北京市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休闲娱乐 

服务单位 北京青龙湖公园 

地址 丰台区王佐镇怪村村西 200米 

电话 83310645、83392322 

服务办法 享受成人全价门票的 5折优惠（旺季全

价 45元/人；淡季全价 35元/人），每

卡每日最多可以购票 3张 

服务范围 北京市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健身 

服务单位 北京南宫温泉水世界 

地址 丰台区王佐镇福宫路 39 号（南宫温泉酒店北

侧） 

电话 83315565 

服务办法 享受全价门票的 6 折优惠（原价 198/人），

每卡每日最多可以购票 3 张，并享受水世界

内消费 9.5 折的优惠（包括餐费、买泳衣、租

游泳圈、气垫船等，不包括酒水、饮料）。 

服务范围 北京市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北京

工会 12351 手机 APP 扫描二维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休闲娱乐 

服务单位 北京园博园 

地址 丰台区射击场路 15号 

电话 63915567、63915561 

服务办法 享受门票 6折优惠 

服务范围 北京市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免费挂门诊普通号 

服务单位 北京丰台医星中西医结合医院 

地址 丰台区游泳场北路甲 9号 

电话 63846850 

服务办法 享受门诊挂普通号免费（含医保、新农

合）。完全自费项目中医埋线减肥、针

灸减肥原价 3000 元，优惠 6折 1800元；

自费项目妇科健康检查原价 200元，优

惠后 33元；自费项目疼痛门诊治疗费 8

折优惠。 

服务范围 丰台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休闲娱乐 

服务单位 北宫国家森林公园 

地址 丰台区长辛店镇大灰厂东路 55号 

电话 13552329042 

服务办法 享受免门票的服务 

服务范围 丰台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休闲娱乐 

服务单位 莲花池公园 

地址 丰台区西三环中路 38号 

电话 13611175137 

服务办法 享受免门票的服务 



服务范围 丰台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休闲娱乐 

服务单位 万芳亭公园 

地址 丰台区南三环西路 3号 

电话 13641366503 

服务办法 享受免门票的服务 

服务范围 丰台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休闲娱乐 

服务单位 丰台花园 

地址 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60号 

电话 13501165575 

服务办法 享受免门票的服务 

服务范围 丰台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石景山区服务项目 

（精选） 

优惠观影 

服务单位 石景山古城电影院 

地址 石景山古城南路 15号 

电话 68874790 

服务办法 享受学生票价，一卡一场三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免费挂号 

服务单位 北京中康佳中医药研究院长庚医院 

地址 石景山区古城南里 8号 



电话 88296363 

服务办法 免挂号费、1000 名女职工免费体检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石景山区中医医院 

地址 石景山区八角北路 

电话 88982461 

服务办法 刷工会卡免费挂号 

服务范围 石景山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石景山医院 

地址 石景山路 24号 

电话 88689011 

服务办法 刷工会卡免费挂号 

服务范围 石景山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北京联科中医肾病医院 

地址 石景山模式口西里 102号 

电话 68809710 

服务办法 刷工会卡免费挂号。 

1000人免费体检。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门头沟区服务项目 

（精选） 

免费挂号 

服务单位 门头沟区医院 

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河滩桥东街 10号 

电话 69838094 

服务办法 门头沟区、京煤集团有医保的持卡会员

周一至周五免 1.5 元挂号费，双休日及

节假日免 2元挂号费（急诊、专家号除

外）。 

服务范围 门头沟区、京煤集团工会系统会员 

参与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免费挂号 

服务单位 京煤集团总医院 

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黑山大街 18号 

电话 69842461-36352 

服务办法 门头沟区、京煤集团有医保的持卡会员

周一至周日免 2.5 元挂号费，（急诊、

专家号除外） 

服务范围 门头沟区、京煤集团工会系统会员 

参与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免费挂号 

服务单位 门头沟区中医院 

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 3号 

电话 69865159 

服务办法 门头沟区、京煤集团有医保的持卡会员

周一至周日免 1.5 元挂号费（急诊、专

家号除外） 

服务范围 门头沟区、京煤集团工会系统会员 

参与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免费挂号 

服务单位 门头沟区妇幼保健院 

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北路 10号 

电话 69820510 

服务办法 门头沟区有医保的持卡会员周一至周

日免 1.5元挂号费（急诊、专家号除外） 

服务范围 门头沟区工会系统会员 

参与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观影 

服务单位 门头沟区影剧院 

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 12号 

电话 69824486 

服务办法 电影票享受最低票价（戏曲及文艺演出

节目除外）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参与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购票 

服务单位 门头沟区定都阁景区 

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 

电话 61869088 

服务办法 35元门票优惠,每卡限购三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参与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购票 

服务单位 门头沟区百花山风景区 

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百花山林场 

电话 61826110 

69836484 

服务办法 30元门票优惠,每卡限购三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参与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购票 

服务单位 北京妙峰山京区 

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涧沟村北 

电话 61882936 

服务办法 30元门票优惠,每卡限购三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参与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购物 

服务单位 北京华朗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路 10号楼底商 

电话 15510118695 

61807198 

服务办法 持“工会卡”配镜、近视防控训练、弱

视康复训练享受 9折优惠。(如遇公司

其它打折活动,持工会卡将享受折上折

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参与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观影 

服务单位 熙望国际影城 

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双峪路 35号 

电话 69862078 

服务办法 持“工会卡”长期 4.5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参与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观影 

服务单位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 

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冯村华润

plus365购物中心 2层 

电话 69806180 

服务办法 持“工会卡”长期 4.5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参与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免费照相 

服务单位 千秋照相馆 

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 102号 

电话 69860609 

服务办法 持京卡每人每年免费照 1次证件照片（1

寸 8张、2寸 4张、护照小 2寸 4张），

三选一版，并免费提供电子版底片，其

它彩扩业务 8.5 折优惠的服务 

服务范围 门头沟区会员 

参与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洗衣 

服务单位 北京乐诗凯尔洗衣连锁有限公司 

地址 1. 北京市门头沟大峪南路 10号 

2. 北京市石景山爱玛裕文玩交易市场

河边 

电话 69828832 

59146461 

服务办法 持“工会卡”洗衣长期 7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参与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洗衣 

服务单位 北京洁友洗衣店 

地址 1. 北京市门头沟河滩贸易大楼底商 

2. 北京市门头沟新桥南大街物美往南

50米 

3. 北京市门头沟石龙北路永兴商城底

商 

4. 北京市门头沟石门营 A5小区底商 

电话 69837877 

69865655 

13121425289 

13381469839 

服务办法 持“工会卡”洗衣长期 7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参与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 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房山区服务项目 

（精选） 

就医免挂号费 

服务单位 
房山区第一医院、良乡医院以及乡镇卫

生院等 

地址 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 

电话 61378015 

服务办法 刷工会卡到房山区第一医院、良乡医院

以及乡镇卫生院等 31所医院看病，免

收挂号费。 

服务范围 房山区持卡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12-31 

 

免费照证件照 

服务单位 房山区职工服务中心 

地址 房山区政通路 23 号 A座 

电话 81389323 

服务办法 刷工会卡即可免费照证件照 

服务范围 房山区持卡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12-31 

 

免费兴趣培训 

服务单位 房山区工人俱乐部 

地址 房山区长虹西路 51森洋大厦 7—9层 

电话 50874016 

服务办法 刷工会卡即可参加每周定期书法、太

极、瑜伽、声乐、舞蹈以及职工生活大

讲堂等培训 

服务范围 房山区持卡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12-31 

 

优惠看电影 

服务单位 房山环球国际影城 

地址 房山兴房大街 38 号（华冠欢乐城）4

层 

电话 61375512 

服务办法 刷京卡享 35元/张的购票优惠，每次刷

卡至多购买 3张影票 

服务范围 全市持卡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12-31 

 

游泳健身优惠 

服务单位 德宝温泉会议中心 

地址 房山区良乡镇多宝路一号(近电业中

学) 

电话 69375366 

服务办法 刷工会卡享受游泳健身套餐 68元/人

（原价 98元/人），并享受就餐九折 

服务范围 房山区持卡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12-31 



 

坡峰岭景区购门票优惠 

服务单位 坡峰岭景区 

地址 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北 

电话 89304911 

服务办法 刷工会卡购票 10 元/人，可买三张 

服务范围 全市持卡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12-31 

 

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优惠购票 

服务单位 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 

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圣水峪村 

电话 61315542 

服务办法 刷京卡享受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门票 8

折优惠（原价 40 元，折后 32元）、云

水洞门票 8折（原价 30元，折后 24元），

出示京卡可享受景区内缆车 8折优惠

（原价单程 40元、往返 60元，折后单

程 32元、往返 48 元）。 

每张京卡每天只限购一张优惠门票，本

景区为国家森林公园，开放时间为 5月

1日—11月 1日，冬季防火期不对外开

放。 

服务范围 全市持卡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11-1 

 

石花洞优惠购票 

服务单位 石花洞旅游服务中心 

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南车营村 

电话 60312243 

服务办法 刷京卡享受石花洞景区门票 8折优惠

（原价 70元，折后 56元） 

每张工会卡每天只限购一张优惠门票。 

服务范围 全市持卡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7813.htm


服务期限 2016-12-31 

 

云居寺购票优惠 

服务单位 云居寺文物管理处 

地址 房山区大石窝镇云居寺文物管理处 

电话 61389612 

服务办法 刷京卡享受北京云居寺景区门票 8折优

惠（原价 40元，折后 32元） 

每张工会卡每天只限购一张优惠门票。 

服务范围 全市持卡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12-31 

 

优惠购书 

服务单位 新华书店良乡/房山门市部 

地址 房山区良乡中路 37号/房山大街 6 

电话 69384748 

服务办法 刷工会卡购买图书、音像制品享受 9.5

折优惠。 

服务范围 房山区持卡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12-31 

 

优惠购买药品 

服务单位 永生堂医药有限公司 

地址 房山区拱辰南大街 2号 

电话 63961895 

服务办法 刷工会卡购买药品享受 9.5折优惠。 

服务范围 房山区持卡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12-31 

 

就医二次报销 

服务单位 北京同济东方中西结合医院 

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大紫草坞 23号 

电话 80308989 

http://baike.baidu.com/view/3686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8652.htm


服务办法 刷京卡免挂号费并享受门诊”自付一

“30%的二次报销 

服务范围 房山区持卡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12-31 

 

优惠购家电 

服务单位 北京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拱辰大街 99号拱

辰大厦 1~3层（良乡大角店）/北京市

房山区城关街道东大街 2号商业大楼一

层（房山城关店） 

电话 18613858036 

服务办法 刷工会卡长期享有 9.7折优惠（部分品

牌型号、特价商品不参加该项优惠） 

服务范围 房山区持卡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12-31 

 

通州区服务项目 

（精选） 

优惠运河游船 

服务单位 北京新城基业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地址 通州区东关大桥运河公园内 

电话 80855502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可享受购买游船票价格 5折优

惠。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运动健身 

服务单位 北京新城基业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地址 通州区东关大桥运河公园内 

电话 80855502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办理年卡健身卡可享受 5折优

惠。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观影 

服务单位 通州区电影院 

地址 通州区西海子西塔胡同 1号 

电话 69554930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可享受电影票 5折优惠，每次

限购 3张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免费看书 

服务单位 通州区图书馆 

地址 通州区东关大桥东 

电话 69544617/80885647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可在图书馆享受借阅免费优

惠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采摘、餐饮 

服务单位 北京瑞正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通州区张家湾镇小耕垡村(京津高速于

家务出口) 

电话 61573108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可享受瑞正园采摘、餐饮等活

动 9折优惠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购物 

服务单位 北京八方通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通州区台湖镇前营村萧太后河南岸(台

湖前营村) 

电话 52105821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可享受金盛强世界花卉创意

园全年各种活动 8.5折优惠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购物 

服务单位 北京时代锦福超市有限公司 

地址 通州区漷县镇漷县村一区 51号 

电话 13720010218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享受 9.5 折优惠，特价商品除

外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餐饮娱乐 

服务单位 北京隆鹤置业有限公司 

地址 通州区梨园镇云景东路 55号 

电话 81595588 

服务办法 1、持工会会员服务卡可享受温泉门票 8

折优惠。 

2、消费其中的商品、按摩、棋牌室、

KTV、桌餐等二次消费项目 9折优惠。

（限现金结账）3、持工会会员服务卡

办理婚宴可享受 8折优惠。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购药 

服务单位 北京盛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地址 通州区车站路 36 号 

电话 69520668 

服务办法 会员持卡到总店购药可享受除特例商

品外 8.5折优惠。为机关、团体基层单

位团体购药优惠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餐饮、娱乐 

服务单位 北京花儿朵朵花仙子农业有限公司 

地址 通州区于家务聚富苑民族产业发展基

地聚合七街 

电话 87503800 

服务办法 为持卡会员提供门票 6折优惠、园区内

餐饮、购物 9折优惠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采摘 

服务单位 北京葡香苑园艺场 

地址 通州区张家湾镇大北关村北 

电话 69587298 

服务办法 持卡可享受采摘 8折优惠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采摘、娱乐 

服务单位 北京碧海园生态农业观光有限公司 

地址 通州区张家湾镇大北关村北 

电话 59016997 

服务办法 会员持卡消费可享受到采摘 8折优惠。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验光、配镜 

服务单位 北京市雅视眼镜公司 

地址 通州区新华东街 274-276号 

电话 69515588 

服务办法 持卡到店验光、配镜享受价格 8折优惠

服务，如遇本店开展各种优惠活动，再

打 9折的折上折价格优惠服务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健身 

服务单位 北京市钜石健身有限公司 

地址 通州区梨园镇云景东里 66号群芳园 1

号楼鑫福运来超市三层 

电话 81522271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办理年卡健身卡可享受 8折优

惠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美发 

服务单位 北京丽颖红缘美发中心 

地址 通州区故城东路 11号（东关京客隆南

50米） 

电话 13121402858 

服务办法 北京丽颖红缘美发主流国际持工会会

员服务卡可烫染享受 7折优惠。 剪发 8

折优惠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娱乐、烧烤 

服务单位 北京安君洲农业观光园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贾后疃村北 1000

米 

电话 56457008 

服务办法 持工会会员服务卡可享受娱乐票 8折优

惠 

持工会会员服务卡可享受农家饭 9折优

惠 

持工会会员服务卡可享受烧烤 88折优

惠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摄影、婚庆 

服务单位 北京市通州丽新照相馆 

地址 通州区新华南路 94号 

电话 80882648 

服务办法 持工会会员服务卡可享受 1、老照片修

复 8折；  2、各类套系摄影、婚庆服

务、婚纱礼服均享受 8.5折优惠服务.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车险 

服务单位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通州营销服务部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大马庄 



电话 13801311810 

服务办法 商业保险优惠 15%，另享 8%的礼包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餐饮、采摘 

服务单位 北京金福艺农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胡家垡村东 100米

番茄联合国 

电话 61538111/8333/8555 

服务办法 1.持本卡可免 2 人采摘门票；2.持本卡

可享受番茄菜馆会员价菜品；3.持本卡

可享受客房 8折优惠；4.持本卡可享受

番茄俱乐部 9折优惠（饮料、租凭商品

除外）；5.持本卡可享受会议 9折优惠

（设备、茶歇除外）；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垂钓 

服务单位 北京金福艺农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地铁台湖车辆段

西侧金福鱼汇 

电话 61537878/6962 

服务办法 持本卡可享受鱼汇垂钓车间垂钓、烧烤

全单消费 9 折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教育培训 

服务单位 北京金丝草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大稿村龙湖大方

居 326号楼 7单元 103室  

电话 18910711159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在我公司享受其本人及子女

的教育培训和艺术托管 0.75折优惠，

并且本公司金丝草文化创始人李红凯

老师为京卡会员提供免费教育咨询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免费挂号 

服务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南路 82号 

电话 69543901 

服务办法 通州区工会会员提供 本人持“工会卡”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就

医周一至周日免 2.5元挂号费（只限正

常、普通、医保挂号，急诊、专家号、

全自费不适用） 

服务范围 通州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大兴区服务项目 

（精选） 

优惠体检 

服务单位 大兴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地址 大兴区黄村西大街 26号 

电话 60283346 

服务办法 基础套餐体检 8.5 折 

服务范围 大兴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 DIY 

服务单位 北京义利北冰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北兴路东段 6号，义利面

包厂 

电话 60241812 

服务办法 所有 DIY制作项目(DIY面包、蛋糕、饼

干、披萨等)价格 8折优惠 

服务范围 大兴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保养车辆 

服务单位 1029车元素 

地址 大兴区西红门镇京良路 10号 C区 E座 

电话 13810155000 



服务办法 车辆保养、美容、改色贴膜享会员价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购书 

服务单位 大兴区新华书店 

地址 大兴区黄村兴丰北大街 75号 

电话 69243949 

服务办法 购买图书、音响制品九折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观影 

服务单位 大兴区影剧院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 15 号 

电话 69252566 

服务办法 购买电影票五折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美发 

服务单位 怡美轩美容美发 

地址 大兴区滨河西里北区 1 号楼底商西 6 

门 

电话 69222715 

服务办法 理发 15元/次，烫发、染发六折（除特

价外）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配锁开锁 

服务单位 宋记开锁 

地址 大兴区黄村镇兴丰北大街 75 号新华

书店内 

电话 69220000 

服务办法 配钥匙五折，其它业务九折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购物 

服务单位 梦狐服饰 

地址 总店：大兴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河西

路 32号 

分店 1：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5

号（紫竹院公园东门） 

分店 2：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8号（301

医院南门） 

电话 总店：61251898-8077 

分店 1：68429558 

分店 2：68150805 

服务办法 总店 5.5 折优惠；分店七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孝心馒头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孝义营村；大兴

区黄村镇彩虹新城小区 27号楼东侧 

电话 15811531600；13521579523 

服务办法 九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蓝图服装服饰 



地址 总店：大兴区庞各庄镇田园路 18号 

分店 1：百荣世贸商城 C区四楼楼梯口

雅婷雅雯专柜 

分店 2：百荣世贸商城 C区四楼楼梯口

玛莎龙 170号 

分店 3：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8号楼雅婷

雅雯专柜 

分店 4：北京海淀区三里河甘家口大厦

三层雅婷雅雯专柜 

分店 5：北京西单北大街 120号 3层雅

婷雅雯专柜 

分店 6：北京海淀区小南庄 41号城乡仓

储 4层雅婷雅雯专柜 

分店 7：北京密云鼓楼东大街 22号鑫海

韵通百货 5层雅婷雅雯专柜 

分店 8：北京顺义区府前街 1号鑫海韵

通百货 5层雅婷雅雯专柜 

分店 9：北京市顺义区鑫海韵通大卖场

石园店雅婷雅雯专柜 

分店 10：北京顺义仁和镇鑫海韵通双星

店 3层雅婷雅雯专柜 

分店 11：北京房山区良乡西路南大街

14号华冠购物中心雅婷雅雯专柜 

电话 89283366 

服务办法 在店面优惠政策基础上享九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娱乐 

服务单位 中国影视大乐园 

地址 大兴区西红门镇北兴路东段 2 号星光

影视园北门 

电话 57956037 

服务办法 1、拓展培训（30 人以上）：九折优惠 

2、亲子游玩：88 元（原价 168 元） 

3、微电影定制拍摄（3-8 人）：九折

优惠 

4、MV 定制拍摄（1-8 人）：八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盘龙翠谷魔幻王国 

地址 大兴区庞各庄桥向东 2 公里路北 

电话 89281912 

服务办法 单人原价 425元（套票），工会会员价

138元；亲子 1+1 原价 850元（套票），

工会会员价 198 元；亲子 2+1原价 1275

元（套票），工会会员价 298元；不分

节假日。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采摘 

服务单位 桃花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大兴区魏善庄镇魏庄村西 

电话 89266857 

服务办法 有机蔬菜采摘 6 折；餐饮服务 9折；压

花艺术体验 8折；休闲垂钓 5折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盛林苑采摘园 

地址 大兴区长子营镇李堡村（南六环马驹桥

出口向南沿马朱路行驶 12 公里即到） 

电话 56185596 

服务办法 vip 价格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昌平区服务项目 

（精选） 

免费挂号 

服务单位 昌平区中医医院 

地址 昌平区东环路 

电话 69749054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在门诊挂普通号每人次减免



挂号费 2.5元（含医保、新农合、自费

人员） 

服务范围 昌平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购票 

服务单位 北京后花园白虎涧风景区 

地址 昌平区阳坊镇后二路 

电话 69761156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享半价门票，不限张数 

服务范围 昌平区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北京蟒山森林公园 

地址 昌平区水库北路 

电话 60711188转 8081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购买门票可享 8折优惠，购买

登山年卡可享优惠价（100元/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北京金隅凤山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蟒山路 10号 

电话 60713847  60713942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购买凤山温泉合家欢养生套

餐，可享受折上立减 100元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健身 

服务单位 北京弘大体育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北口弘大路 1号

12栋 

电话 89707350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购买健身“一卡通次卡”可享

五折优惠（原价 99元/次），每张卡每

天可购买一次，每次最多可购买三张，

可进行器械、单车、游泳、羽毛球、乒

乓球、健身操、瑜伽等锻炼，一天内不



限时间。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学习汽车驾驶 

服务单位 北京昌平京都府汽车驾驶培训学校 

地址 昌平区马池口镇辛店村 

电话 80117666  80116677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本人学习驾驶学费直接减免

150元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平谷区服务项目 

（精选） 

优惠购书 

服务单位 平谷区新华书店 

地址 平谷区旧城街 14 号 

电话 69982894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购买图书音像制品享受 9折优

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学车 

服务单位 平谷交通局驾校 

地址 平谷区平谷南街 39号 

电话 69962241 

服务办法 向持卡会员提供汽车驾驶学习 9折的优

惠，可优先安排预约上车。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观影 

服务单位 平谷区电影院 



地址 平谷区府前街 3 号 

电话 69962434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看电影享受票价 30元的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游园 

服务单位 北京老泉山野公园 

地址 平谷区熊儿寨乡老泉口村 

电话 61961998 

服务办法 为持卡会员提供门票 5折、餐饮 9折、

住宿 8折的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理发 

服务单位 平谷区典艺美容美发 

地址 平谷区新平北路金乡嘉园 1号楼 3号底

商 

电话 89991380 

服务办法 为持卡会员提供所有美容及理发项目 8

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住宿 

服务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天昊源度假村 

地址 平谷区峪口镇官庄路口西北角峰云路 5

号 

电话 61988899 

服务办法 每日为持卡会员提供 37间 7折折扣房，

用餐享受 8.5折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住宿 

服务单位 北京金潮玉玛丫髻山酒店 

地址 北京市平谷区密三路刘家店段 99号 

电话 18519163157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可享受用餐 9.5折、住宿 7折

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滑雪 

服务单位 平谷渔阳滑雪场 

地址 平谷区东高村镇大旺务村 688号 

电话 69908989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卡可享受住宿平如 5折节假日

6折、滑雪平日 4.5折、节假日 5.5折

餐饮 8.8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洗衣 

服务单位 北京福奈特洗衣服务中心 

地址 平谷区北二环西路 8号 

电话 69952255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可享受现金洗衣 9折优惠 

服务范围 平谷区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游泳 

服务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体育中心 

地址 平谷区大兴庄镇鲁各庄东路 60号 

电话 60906688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可享受游泳办卡 9.5折优惠 

服务范围 平谷区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就餐 

服务单位 兴隆太后农家山寨 

地址 平谷区太后村肖家院 8号 

电话 69919766 

服务办法 持卡会员可享受餐饮 9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怀柔区服务项目 

（精选） 

优惠观影 

服务单位 北京传奇瑞丽电影城有限公司 

地址 怀柔区青春路 15 号 

电话 69627034 

服务办法 门票周一至周五 5折优惠，周六、日 6

折优惠，一卡 3人（包括持卡人本人）。

向怀柔区成立工会组织的直属机关、企

业、事业单位提供任何时段门票 5折优

惠（50人以上）。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购票 

服务单位 北京圣泉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 怀柔区桥梓镇口头村北 200米 

电话 60637103 

服务办法 景区门票 5折优惠（一卡可购三张门票，

包含本人）。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美容美发 

服务单位 北京东方丽成美容美发中心 

地址 怀柔区南大街 6 号 

电话 69649983 



服务办法 享受“金卡会员”优惠项目，即：理发

6折、烫染护 5折、美容 7.5折、产品

8.5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购书 

服务单位 怀柔新华书店 

地址 怀柔区府前街 14 号京北大世界 

电话 69657505 

服务办法 购买图书、音像制品享受 9.5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配镜 

服务单位 北京明文天下视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怀柔区迎宾北路 34号 

电话 69628518\ 69695828 

服务办法 凭京卡提供验光配镜、太阳镜、老花镜

7.3折；青少年视力矫正，弱视康复，

老年眼病预防、康复 8.5折。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理发 

服务单位 北京市建友理发店 

地址 怀柔区湖光小区甲 6号 

电话 69623516 

服务办法 理发 8折、烫发、焗油 7.8折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密云区服务项目 

（精选） 

优惠购书 

服务单位 密云县新华书店 

地址 密云县城东门环岛南侧 

电话 69044755  69044237 

服务办法 购买图书及音像制品 9折优惠 



服务范围 密云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汽车维修 

服务单位 北京兴旺林商贸有限公司汽车维修分

公司 

地址 北京市密云县新南路甲 52号 

电话 69086905 

服务办法 为持会员互助服务卡持卡人提供：1.汽

车机修工时费 7 折优惠；2.电脑单次洗

车 8折优惠；3.购买汽车美容用品 8折

优惠；4.汽车国内保险享受最低费率

（中国人保）；密云县城区范围内可免

费救援，进厂维修只收取维修费 

服务范围 密云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优惠观影 

服务单位 密云大剧院 

地址 密云县鼓楼西大街 1号  

电话 69041575 

服务办法 日常持工会卡观影享受新影联院线最

低票价，观看综艺类节目，享受大剧院

最低票价。（学生票价） 

服务范围 密云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家政服务 

服务单位 北京华宇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 密云县鼓楼东大街山水大厦 612室 

电话 13716649968 

服务办法 为持京卡会员提供：1.家政小时工优惠

7%，价格 30元/小时；2.室内保洁优惠

14%，价格 3元/平方米；3.管道疏通优

惠 17%,价格 100 元/次；4.化纤地毯清

理优惠 25%，价格 8元/平方米；5.地板

打蜡优惠 20%，价格 8元/平方米；6.

居室消毒优惠 17%,价格 2.5元/平方

米；7.抽油烟机清洗优惠 20%,价格 80



元/台。 

服务范围 密云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旅游参观 

服务单位 北京玫瑰情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 密云县巨各庄镇蔡家洼村村委会院内

102室 

电话 61069959 

服务办法 为持会员互助服务卡持卡人提供:1.门

票:团体优惠 20%,价格 40元/人，个人

优惠 10%，价格 45元/人；2.手工巧克

力体验项目、手工香皂体验项目、手工

香包体验项目、手工软陶体验项目各优

惠 10%，价格分别是 27元/次、18元/

次、18元/次、31.5 元/次 

服务范围 密云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美容美发 

服务单位 北京芳琪美容中心 

地址 密云县滨阳里云湖酒家北侧 

电话 13901162292 

服务办法 为持会员互助服务卡持卡人提供:剪

发、烫发享受 6.5 折、美容护肤享受 7

折。 

服务范围 密云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景区游览服务 

服务单位 北京冶仙塔旅游风景区管理处 

地址 北京市密云县檀营乡檀营村 

电话 69072750 

服务办法 持工会卡会员办理年卡享受 20%的优惠 

服务范围 密云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使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

码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免挂号费 

服务单位 密云区医院 

地址 密云区阳光街 383 号 

电话 69056711 

服务办法 在职职工持社保卡和工会卡免 2元挂号

费 

服务范围 密云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密云区中医医院 

地址 密云区新中街 39 号 

电话 69059174 

服务办法 在职职工持社保卡和工会卡免 2元挂号

费 

服务范围 密云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密云区妇幼保健院 

地址 密云区新南路 56 号 

电话 69043316转 8888 

服务办法 在职职工持社保卡和工会卡免 2元挂号

费 

服务范围 密云区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延庆区服务项目 

（精选） 

延庆区医院减免普通挂号费活动 

服务单位 北京中医医院延庆医院 

地址 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新城街 11号 

电话 010-69182062 

服务办法 减免普通挂号费 2元 

服务范围 延庆区在职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1月 30 日 

 

服务单位 延庆区医院 

地址 延庆东顺城街 28 号 



电话 010-69103020 

服务办法 减免普通挂号费 2元 

服务范围 延庆区在职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1月 30 日 

 

服务单位 延庆区妇幼保健院 

地址 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庆园街 8号 

电话 010-69101275 

服务办法 减免普通挂号费 2元 

服务范围 延庆区在职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1月 30 日 

 

服务单位 延庆区永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地址 北京市延庆区永宁镇东街 

电话 010-60171265 

服务办法 减免普通挂号费 2元 

服务范围 延庆区在职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1月 30 日 

 

爱牙.爱健康 北京徐权牙科优惠活动 

服务单位 北京徐权牙科诊所 

地址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政通路 

电话 010-69131055 

服务办法 一、免费项目: 建立免费个人电子病历，

全口检查，口腔卫教; 

    二、优惠 9.2 折项目: 洗牙，补牙，

根管治疗, 美容漂白，  种植牙, 无痛

拔牙(各种复杂牙，疑难智齿微创拔除除

外)，精密附着体修复，氧化锆全瓷牙修

复。 

    三、优惠困难职工项目：困难职工

持工会开具的困难职工证明可享受拔牙



免费（智齿除外），根管治疗 5 折，镶

牙 6 折(不包括高端氧化锆全瓷牙修复

及种植牙修复)特殊药品除外。 

服务范围 延庆区在职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服务单位 北京康安口腔(北京张海荣口腔诊所） 

地址 北京市延庆区康安小区38号楼102底商 

电话 010-69181255 

服务办法 一、免费项目: 建立免费个人电子病历，

全口检查，口腔卫教; 

二、优惠 9.2 折项目: 洗牙，补牙，根

管治疗, 美容漂白，种植牙, 无痛拔牙

(各种复杂牙，疑难智齿微创拔除除外)，

精密附着体修复，氧化锆全瓷牙修复。 

 三、优惠困难职工项目：困难职工持工

会开具的困难职工证明可享受拔牙免费

（智齿除外），根管治疗 5 折，镶牙 6

折(不包括高端氧化锆全瓷牙修复及种

植牙修复)特殊药品除外。 

服务范围 延庆区在职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北京市工会会员相约春天系列之绿富隆生态观光休闲体验活动 

服务单位 绿富隆观光园 

地址 北京市延庆区旧县镇米粮屯村东 300米 

电话 400-616-5002/13810180849 

服务办法 1、为全市蔬菜采摘原价 30元/斤，工会

优惠价 10元/斤。 

采摘品种：西红柿、圣女果、黄瓜、荷

兰黄瓜、圆茄、长茄、尖椒、架豆、豇

豆、西葫芦、西兰花、白菜花、油菜、

菠菜、圆白菜、生菜、水萝卜、青椒、

球茎茴香、冰草依据季节变化品种有调

整，以实地情况为准 



2、参观昆虫科技馆原价 30元/人，工会

优惠价 10元/人。 

服务范围 全市在职工会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用

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参

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经济技术开发区服务项目 

（精选） 

DOLE水果购买优惠 

服务单位 北京 DOLE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南路 16号 

电话 67803889-130 

服务办法 凡持会员互助服务卡的工会会员购买

当季整箱水果或水果礼盒，即享直销基

础 9.5折优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金风大学体育馆健身优惠 

服务单位 金风大学体育馆 

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一路 8号 

电话 67511666 

服务办法 凡持会员互助服务卡的工会会员可以

在所有营业时间内，享受羽毛球场、乒

乓球场、篮球场、舞蹈室、网球场、足

球场、音乐厅、健身房原价的 9.6折优

惠服务。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BOT亦庄体育公园健身优惠 

服务单位 BOT亦庄体育公园 

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企业文化园

西园内 

电话 56949602 



服务办法 凡持会员互助服务卡工会会员可享受

网球场、篮球场，周一到周五：16：00

以前 8折；16:00 以后 9折；周末及节

假日全天 9折。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绘本乐园年卡优惠 

服务单位 绘本乐园 

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号盛

通印刷北门绘本乐园楼 4楼 

电话 67887770 

服务办法 凡持会员互助服务卡的工会会员办理

绘本藏馆、少年儿童图书馆年卡享受

7.5折并赠送两个月会员服务。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新侨三宝乐面包店（亦庄）蛋糕优惠 

服务单位 新侨三宝乐面包店（亦庄） 

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林肯公园 B区 30

号楼 101 

电话 87246098  

服务办法 凡持会员互助服务卡的工会会员预定

生日蛋糕，即可享受生日蛋糕 8.8折优

惠。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瑞泰口腔专项服务优惠 

服务单位 瑞泰口腔医院亦庄分院 

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意生活广场山

姆会员商店入口旁 

电话 67859333 



服务办法 凡持会员互助服务卡的工会会员到院

进行治疗可享受 8.5折治疗优惠（适用

于持卡职工家属） 

服务范围 全市会员 

操作方式 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参加活动或使

用北京工会 12351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

参与活动 

服务期限 2016年 12月 31 日 

 

北京市工会服务站联系方式 

东城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东直门街道工会服务站 64155339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40号楼元嘉

国际公寓二层 

景山街道工会服务站 84017648 东城区汪魏新巷 5号 

天坛街道工会服务站 67012873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路 1—4号 

龙潭地区街道工会服务站 67163430 
北京市东城区光明24号楼西侧平

房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工会

服务站 
67199651 

东城区体育馆西路 1号办事处

415室 

东华门街道工会服务站 65283233 东城区灯市口西街 34号 

安定门街道工会服务站 64065768 
安定门分司厅胡同 41号 2楼 207

室 

永定门外街道工会服务站 87279282 
永定门外街道民主北街 4号楼平

房 

东花市街道工会服务站 67179984 东花市北里西区 13 号楼地下室 

崇文门外街道工会服务站 67014729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 14号楼 6单

元 101 室 

朝阳门街道工会服务站 65125386 
北京市东城区西水井胡同 3号楼

303 

前门街道工会服务站 67015435 北京市东城区北桥湾 18号三层 

和平里街道工会服务站 64431768 
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北里九号楼一

层 

北新桥街道工会服务站 84075781 
东城区海运仓社区南颂年 3号楼

2层 211 室 

交道口街道工会服务站 64062053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南锣鼓巷福祥

胡同 11 号 

东四街道工会服务站 64060425 东城区东四六条 17 号南楼一层 

建国门街道工会服务站 65280219 
东城区朝内南小街14号楼建国门

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层 

 

西城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金融街街道工会服务站

（西城晶华） 
66019751 

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8号西城晶华

底商 8-1 

金融街街道工会服务站

（长安兴融） 
58528626-8002/8003/8004/8011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号长

安兴融中心 4号楼 1层工会服务

站 58528626-8011 

新街口街道总工会服务站 66251437 东冠英胡同 26号院 

西长安街街道工会服务站 66037233 
北京市西城区罗贤胡同27号院二

层 

月坛街道工会服务站 68538337 

三里河北街 5号院 1号楼底商。

（东方宫大酒店对面小灰楼二

层。） 

天桥街道工会服务站 59361205 
北京市西城区南纬路 38号院

3-11工会服务站（一层底商） 

陶然亭街道工会服务站 83520851 北京市西城区南华里 2号楼底商 

什刹海街道工会服务站 83223699 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 251号 

牛街街道工会服务站 83998564 
西城区牛街 8号（牛街工商所 5

层 007室） 

广外街道工会服务站 63318502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189号广

华轩会所二层(手帕口北街居委

会楼上一层） 

广内街道工会服务站 63026646 
北京市西城区核桃园东街 6号为

老服务中心 306 

椿树街道总工会服务站 63162526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20号

海格国际大厦八层 

白纸坊街道总工会 83510571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65号

（右安门商务大厦二层 238） 

德胜街道工会服务站 82023016 教场口 9号院 6号楼一层 

展览路街道工会服务站

（南站） 
68066308 月坛北小街甲 8号 

大栅栏街道工会服务站 63182355 西城区炭儿胡同 38号 
展览路街道工会服务站（北站） 68319007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9-5号 

 

朝阳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十八里店乡工会服务站 67472070 老君堂村 

太阳宫地区工会服务站 84158005 
朝阳区太阳宫南街 7号院 7号楼

512 

医疗卫生工会工会服务站 65952608 
朝阳区甜水园东里甲1号(卫生局

院里) 

小红门地区工会服务站 87694800-633 
小红门乡鸿博家园一区临 22号

（小红门乡政府二层 202室） 

王四营地区工会服务站 67363154 王四营乡文化服务中心院内一层 

孙河地区工会服务站 84354597 孙河乡康营家园 D 区文化活动中



心一层 

三间房地区工会服务站 65420050 朝阳区建国路 22号 

平房地区工会服务站 85575969 朝阳区黄杉木店路 8号 

来广营地区工会服务站 84951066 
朝阳区朝来绿色家园蕴实园 3号

楼底商 111 室 

金盏地区工会服务站 84349311 朝阳区金盏大街 2号 

将台地区工会服务站 64371660 
驼房营路甲一号将台地区文化服

务中心一层 107室 

黑庄户地区工会服务站 85384604 朝阳区黑庄户乡工商大街甲一号 

管庄地区工会服务站 65790567 
朝阳区管庄乡 1号管庄地区办事

处 

豆各庄地区工会服务站 65479025 朝阳区豆各庄乡政府院外 

东风地区工会服务站 85815283 星火西路 17 号 309 

东坝地区工会服务站 65491785 
是北京市朝阳区东坝红松园16号

东坝乡政府 3层 316 工会办公室 

崔各庄地区工会服务站 84304110 
南皋路崔各庄乡人民政府南楼

203室 

常营地区工会服务站 65483800 
朝阳区五里桥一街 1号院，非中

心 19号楼东侧 

商务中心区街道工会服务

站 
58693132 

东大桥路 8号ＳＯＨＯ尚都南塔

２层２２３２室 

香河园街道工会服务站 64669318 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27号楼 204 

左家庄街道工会服务站 51300674 
西坝河东里 2号院国际村（UHN）

2号楼底商 2-3 工会服务站 

小关街道工会服务站 64924692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 209号 

望京街道工会服务站 84245352 南湖西园中广宜景湾 F楼底商 

团结湖街道工会服务站 85589850 

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中路北一条

6号团结湖文化活动中心 4层 407

室 

潘家园街道工会服务站 87381936/1909 松榆里 43号楼 225室 

麦子店街道工会服务站 58260748 朝阳区朝阳公园西里南区 6号楼 102 

六里屯街道工会服务站 65932285 水碓子北里 5 号楼东侧 

劲松街道工会服务站 67719002 北京市朝阳区营盘沟路 9号 

建外街道工会服务站 65813404 光华路 8号光华大厦一层 

机场街道工会服务站 64566190 
朝阳区首都机场生活区西平街甲

8号 3 楼 

呼家楼街道工会服务站 65925293 
朝阳区向军北里28号院圣世一品

D座 1层西侧 

和平街街道工会服务站 64273750 和平街十区一号院 

垡头街道工会服务站 67380491 
朝阳区垡头三区 16 号楼北 30米

党员活动中心 2层 211室 

东湖街道工会服务站 64734015 
宏昌路 6号东湖街道办事处 4层

407室 



大屯街道工会服务站 64966868-6027 朝阳区慧忠北里雅园 1号楼 602 

朝外街道工会服务站 85610682 吉祥里 202号楼南侧 

八里庄街道工会服务站 85742212 慈云寺北里 110 号楼 3层 

奥运村地区工会服务站 51095692 
朝阳区北苑路 13号院领地小区 2

号楼 1单元 103、104室 

安贞街道工会服务站 64262890 北京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甲23号 

南磨房地区工会服务站 87356851 南磨房地区成人教育中心 103室 

双井街道工会服务站 87732280-8003 
朝阳区百子湾路16号百子园小区

D号楼 16号楼 104 

酒仙桥街道工会服务站 64309160 
酒仙桥路甲12号电子城科技大厦

1309室 

三里屯街道工会服务站 64157894 

朝阳区三里屯幸福二村 38号楼 4

单元 711室（三里屯街道综合服

务中心） 

高碑店地区工会服务站 85766583 高碑店北路甲 1号 

教育工会 85851113 朝阳区石佛营西里 2号 

制造工会 64391003 
朝阳区利泽中园106号楼一层 朝

阳区企业联合会 

服务工会 65992541 
朝阳区朝外大街 10 号昆泰大厦

1509 

亚运村街道工会服务站 64914172 华严北里 27 号楼底商 

 

 

海淀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中关村软件园工会服务站 62979078 
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号中关村软

件园公共服务与展示中心 

八里庄街道总工会服务站 51701006 
海淀区北洼路64号八里庄街道办

事处 409A 

北下关街道工会服务站 62130974 
海淀区学院南路47号北下关街道

办事处一层东厅 

四季青镇工会服务站 88440599 
海淀区东冉村29号四季青镇政府

内 

中关村科技园海淀园 62542656 海淀区中关村南路甲 46号 

甘家口街道工会服务站 68485049 

海淀区车公庄西路花园村甲10号

甘家口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3层

310 

海淀街道工会服务站 82605582 
海淀区海淀南路34号艾瑟顿商业

广场 511 

万寿路街道工会服务站 68179669 
海淀区永定西里小区9号楼民政、

财务大厅 

上地街道工会服务站 82781141 海淀区上地东里四区 7号楼二层



工会 205、203室 

紫竹院街道工会服务站 68712448 
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50号院 8号楼

豪柏大厦 1层 109室 

西三旗街道工会服务站 62909272 
海淀区清河龙岗路 6号西三旗街

道办事处 

羊坊店街道工会服务站 68281733 
海淀区复兴路甲 1 号院 6号楼底

商工会服务站 

海淀镇工会服务站 62863452 
海淀区长春桥路11号万柳亿城中

心 B座地下一层 

田村路街道工会服务站 88197331 
海淀区阜石路甲 19 号中昊家园 7

号楼 3层工会服务站 

中关村街道工会服务站 62542656 海淀区中关村南路甲 46号 

香山街道总工会 51795736 
海淀区香山路甲 1 号（香山社区

服务中心 2层 202） 

清河街道工会服务站 62938837 
小营西路西路 20号清河大厦 1一

层 109 

西北旺镇工会服务站 82403944 
海淀区西北旺镇后厂村路69号平

房 6室 

学院路街道工会服务站 82377469 
海淀区成府路15号学院路街道办

事处后楼 C111 室 

青龙桥街道工会服务站 62632952 海淀区水磨新区 27号 

东升地区工会服务站 82617657 
海淀区成府路45号东升镇政府院

内 413 室 

温泉镇工会服务站 62458789 海淀区温泉镇白家疃西路 

北太平庄街道工会服务站 82210391 海淀区文慧园68号北门对面平房 

曙光街道工会服务站 88864088 
海淀区蓝靛厂兰晴路下沉式广场

009室 

上庄镇工会服务站 62471260 海淀区上庄镇常乐村委会 

花园路街道工会服务站 62029615 海淀区牡丹西里 18号 

马连洼街道工会服务站 62986632 马连洼社区服务中心四层 

 

 

丰台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长辛店镇工会服务站 83887017 
长辛店杜家坎南路 6号（农商行

院内） 

长辛店街道工会服务站 51158395 丰台区长辛店大街 128号 

南苑街道工会服务站 67977296 
槐房西路南庭新苑小区麦当劳东

侧 200 米 

南苑地区工会服务站 87824533 
大红门光彩路69号南侧南苑乡规

划馆 

卢沟桥地区工会服务站 63869278 丰台区丰北路 77号西楼 

云岗街道总工会服务站 88532571 丰台区云岗北区西里甲 8楼一层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工

会服务站 
83682273 丰台区星火路 12号 

右安门街道总工会工会服

务站 
83401563 

丰台区右安门外翠林二里13号楼

底商丰台区右安门外翠林二里 13

号楼底商 

新村街道工会服务站 63710215 
丰台韩庄子东里（丰台科技生态

公园西门马路对面） 

西罗园街道工会服务站 87297327 洋桥西里社区 4号楼西侧平房 

王佐镇工会服务站 83489261 
王佐镇政府东侧路南宫社区卫生

服务站对面 

宛平城地区工会服务站 63776968 
卢沟桥晓月东路晓月苑游泳馆南

侧红楼 

太平桥街道总工会服务站 63493015 
太平桥小区八号楼甲 1号社区服

务中心一层 

马家堡街道工会服务站 87579896 
马家堡街道戏曲文化中心(星河

苑小区北小剧场) 

花乡地区工会服务站 83609963 丰台区黄土岗甲 1号 

和义街道工会服务站 67904028 和义东里六区甲八号东侧楼三层 

丰台街道工会服务站 63836549 
丰台区北大地一里 8-9号之间平

房 

方庄地区总工会服务站 67687738 
南三环东路 25号院 14号楼地下

一层 

东铁匠营街道工会服务站 87165839 
宋庄路 26号院 13号楼 4单元 103

室 

东高地街道工会服务站 88031875 
东高地23栋底商东高地街道工会

服务站 

大红门工会服务站 67270314 
大红门彩虹城 4区大红门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二层 

卢沟桥街道工会服务站 58498406 
丰台区青塔小区街心花园（64路

公交车终点站）南侧二楼 

 

石景山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八角街道工会服务站 68889744 
石景山区八角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104 

五里坨街道工会服务站 88902110 
石景山区五里坨医院北侧 100米

（原五里坨城管分队） 

金顶街街道工会服务站 88750423 石景山区金顶街二区综合楼二楼 

广宁街道工会服务站 88991737 石景山区广宁村新立街 4号 

苹果园街道工会服务站 88931361 
石景山区苹果园南路23号苹果园

街道办事处一层 111 

鲁谷社区工会服务站 68620956 
石景山区鲁谷南路 12号 205室

（鲁谷社区服务中心） 



古城街道工会服务站 68866348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路 6号东楼

二层 

八宝山街道工会服务站 68651076 
石景山区永乐东小区38号楼南侧

平房 

老山街道工会服务站 88970349 
石景山区老山南路18号老山街道

办事处 319 室 

 

 门头沟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斋堂镇工会服务站 69819013 门头沟区斋堂大街 45号 

王平镇工会服务站 61857045 门头沟区王平大街 18号 

潭柘寺镇工会服务站 60860638 潭柘寺人民政府后院三层 

妙峰山镇工会服务站 61880012 妙峰山镇办公楼一层 

城子办事处工会服务站 61896220 门头沟区龙门新区和平街东口 

东辛房工会服务站 69842026 
门头沟区石门营新区六区对面东

辛房街道 

清水镇工会服务站 60855891 门头沟区清水镇上清水村 

大台街道办事处工会服务

站 
61870460 门头沟区大台西洼路 8号 

大峪街道工会服务站 69827490 门头沟区滨河路72号大峪办事处 

雁翅镇工会服务站 61839023 
门头沟区雁翅镇付家台村雁翅镇

政府后院工会服务站 

军庄镇工会服务站 60811430 军庄镇人民政府 318室 

永定镇工会服务站 61869314 
门头沟区冯村南口永定镇政府

111室 

石龙经济开发区工会服务

站 
69806440 

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号石龙

高科 3号楼 112室 

龙泉镇工会工作服务站 69839447 
门头沟区峪园小区18号楼西侧龙

泉镇政府 210室 

 

房山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南窖乡街道工会服务站 61305069 南窖乡成教中心三层 305 

周口店镇工会服务站 69305091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府前大街

1号 

张坊镇工会服务站 61333738 
房山区张坊镇人民政府二层工会

办公室 

燕山工会服务站 81344752 
房山区燕山燕房路燕山体育馆

103室 

史家营乡工会服务站 60398921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人民政府 

石楼镇工会服务站 89305087 石楼镇政府四层 418 

十渡镇工会服务站 61348466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政府北侧 

蒲洼乡工会服务站 61371554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村南小白楼二



层 

城关街道工会服务站 69366905 房山工业园综合大楼 101室 

霞云岭乡工会服务站 60367825 霞云岭乡人民政府院内一层 

佛子庄乡工会服务站 60365967 佛子庄乡黑龙关村（镇政府院内） 

琉璃河镇工会服务站 61393423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政府院内 

阎村镇工会服务站 89313114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政府院外 

西潞街道工会服务站 89351882 
房山区月华南大街金康医院东侧

温馨家园二层 

河北镇工会服务站 60377649 河北镇原水务站院内 

拱辰街道工会服务站 69366905 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办事处 

大安山乡工会服务站 60373871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政府 

大石窝镇工会服务站 61323200 大石窝镇政府一楼 

良乡镇工会服务站 60331209/60331545 
房山区良乡镇官道大街58号南庄

子村委会 3层 

长阳镇工会服务站 80361635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政府 

良乡开发区工会服务站 60330827 良乡长虹西路 73号 

韩村河镇工会服务站 80380639 韩村河镇政府院内 

长沟镇工会服务站 61363171 北京房山区长沟镇长沟大街17号 

窦店镇工会服务站 69392987 窦店镇社保所二层工会服务站 

青龙湖工会工作服务站 80370669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人民政府

新楼 209 

 

通州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于家务回族乡镇工会服务

站 
80534303 于家务乡人民政府 

张家湾镇工会服务站 61565022 通州区张家湾镇光华路 9号 

永乐店镇工会服务站 69560427 通州区永乐店镇永乐大街 31号 

西集镇工会服务站 61511957 通州区西集镇政府 

马驹桥镇工会服务站 60509475 
通州区马驹桥镇社区服务中心四

层 410 

中仓街道工会服务站 80886995 通州区中仓小区 14号楼 

永顺镇工会服务站 69547560 通州区新华北路 55号 

新华街道工会服务站 69552634 通州区吉祥园甲 19号楼 

台湖镇工会服务站 61538020 
通州区台湖镇台湖村政务服务大

厅 

宋庄镇工会服务站 69593586 通州区宋庄镇人民政府院内 

梨园镇工会服务站 80848835 通州区梨园镇云景南大街 33号 

漷县镇工会服务站 80582205 漷县镇政府新楼一层 113室 

北苑街道工会服务站 69556247 
通州区北苑街道办事处一层 102

房间 

潞城镇工会服务站 89581227 通州区潞城镇政府 

玉桥街道工会服务站 81585811 玉桥北里 16号楼 312室 



 

顺义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北京空港经济开发区工会

服务站 
80483819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 A区天

纬四街 12 号 

北京汽车生产基地工会服

务站 
89454290 

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 28号 B座

102 

张镇工会服务站 61489049 北京市顺义区张镇大街 3号 

旺泉街道工会服务站 61409532 
北京市顺义区旺泉街道办事处新

楼一层南面临街 

双丰街道工会服务站 69402259 顺义区马坡地区佳和宜园 30号 

石园街道工会服务站 89440611 
北京市顺义区石园北区 85号楼

（石园街道办事处） 

胜利街道办事处工会服务

站 
81483842 顺义区双兴南区 32 号楼 1门 101 

南彩镇工会服务站 89477036 
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公路管理站

1层 

木林镇工会服务站 60456260 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 

龙湾屯镇工会服务站 60461226 龙湾屯镇史中坞村委会西 

李遂镇工会服务站 89489751 李遂镇华联超市路北 200米 

李桥镇工会服务站 89426358 
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人民政府院

内 

空港街道工会服务站 80479438 
顺义区后沙峪镇三山新新家园四

区 3-3 

后沙峪镇工会服务站 80496347 
后沙峪镇双裕街 39 号后沙峪镇

政府 

光明街道办事处工会服务

站 
61429576 裕龙四区 33 号楼一门 

高丽营镇工会服务站 69457696 高丽营镇张喜庄村温馨家园院内 

北石槽镇工会服务站 69425389 北石槽镇政府东院 

天竺镇工会服务站 64568544 
顺义区天竺镇小王辛庄南路 10

号 

赵全营镇工会服务站 60431889 赵全营镇活动中心院内 

北小营镇工会服务站 60483741 顺义区北小营镇府府前街 14号 

仁和镇工会服务站 69429981 顺义区顺平西路 9号 

北务镇工会服务站 61422784 
北京市顺义区北务镇府前街(镇

政府南 500米路西侧) 

大孙各庄镇工会服务站 61430399 
大孙各庄镇府前街  11 号（镇政

府） 

南法信镇工会服务站 69472960 
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政府院内

二层 218 

牛栏山镇工会服务站 52134956 
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府前街 9

号镇政府东侧 800米 



杨镇工会服务站 61418569 
顺义区杨镇工业区物业公司旁杨

镇工会服务站 

马坡镇工会服务站 69401397 北京市顺义区马坡聚源工业区 

 

大兴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新媒体产业基地工会服务

站 
60216095 

北京大兴工业开发区广茂大街 9

号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总工会 

兴丰街道工会服务站 69295704 大兴区龙河路 81号 

黄村镇工会服务站 69249743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合北巷 5

号院 2号楼工会服务站 

榆垡镇工会服务站 89220136 
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老中学（榆

垡镇政府） 

青云店工会服务站 80236716 青云店综合行政服务中心 

北臧村镇工会服务站 61253120 
北臧村镇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富

大街 10 号 

西红门镇工会服务站 60298262 
西红门镇京良路陈留村南口西红

门镇总工会大楼 318室 

庞各庄镇工会服务站 89283019 
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行政服务

中心 117 室 

礼贤镇工会服务站 89276355 礼贤镇政府三层 302室 

瀛海镇工会服务站 69278032 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政府 

生物医药基地工会服务站 61252855 
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天河西路 19

号 

亦庄镇工会服务站 67861225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一街

36号一层服务大厅 

旧宫镇工会服务站 87913485 大兴区旧宫东路 88号 

长子营镇工会服务站 80265332 
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行政服务

中心二楼工会办公室 

采育镇工会服务站 80274508 
大兴区采育镇行政服务大厅 2楼

工会服务站 

魏善庄镇工会服务站 89203065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人民政府

工会办公室 

林校路街道工会服务站 81295144 大兴区兴丰大街兴丰段 7-2号 

清源街道工会服务站 69255750 兴华园小区东门底商 

观音寺街道工会服务站 60282249 
大兴区清源路口东观音寺街道办

事处 310 室 

安定镇工会服务站 80235966 
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行政服务中

心 202 室 

高米店街道工会服务站 60229940 
大兴区兴华大街保利茉莉居委会

北侧 



天宫院街道工会服务站 61210916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宇丰

苑底商天宫院街道工会服务站 

 

昌平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工

会 
89704785 昌平区创新路 7号 

阳坊镇总工会 69765326 阳坊镇西大街 16号 

霍营工会服务站 60787861 
昌平区黄平路 207 号霍营街道办

事处南楼 105 

天通苑北工会服务站 64824165 

昌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太平家园

社区西100米东小口水务站对面，

天通苑北街道办事处 

天通苑南工会服务站 64824845 
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太平家园社

区西 100米天通苑南街道办事处 

流村镇工会服务站 89772536、69781949 昌平区流村镇环岛向东 100米 

马池口镇工会服务站 56026339\60758403 昌平区马池口镇政府前院平房 

百善镇工会服务站 61731267 
昌平区百善镇综合政务服务中心

一层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 

北京市北企集团工会服务

站 
60771392 

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办公楼

西边院外临街平房 

十三陵镇工会服务站 89761441 昌平区十三陵镇泰胡路 2号 

南邵镇工会服务站 60736335 昌平区南邵镇政府 

南口镇工会服务站 69778737 
昌平区南口镇南辛路11号昌平区

南口镇人民政府 

兴寿镇工会服务站 61722052 兴寿镇人民政府院内 

小汤山镇工会服务站 61790860 
昌平区小汤山镇政府后院西楼一

层 

延寿镇工会服务站 60761859 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 

北七家镇工会服务站 81766441 昌平区北七家镇天机街 

城南街道工会服务站 60741884 
北京市昌平区城南街道办事处二

层工会服务站 

城北街道工会服务站 89732006 昌平区城北街道办事处 116室 

回龙观镇工会服务站 81749034 

昌平区回龙观体育公园内南侧回

龙观中心社区青年汇东侧工会服

务站 

崔村镇工会服务站 60721483 崔村镇政府后院 

东小口镇工会服务站 84817407 东小口镇政府 

沙河镇工会服务站 80704734 昌平区沙河镇政府工会服务站 

 



平谷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刘家店镇工会服务站 61973899 
平谷区刘家店镇寅店大街1号（刘

家店镇政府） 

马坊工业园区工会服务站 60994001 平谷区马坊镇英府路 7号 

滨河街道工会服务站 69961412 
北京市平谷区南小区建设街甲 4

号 

兴谷街道工会服务站 89986949 平谷区谷丰东路甲 3号 

大兴庄镇工会服务站 89967804 
平谷区大兴庄镇三府庄村顺福路

81号（大兴庄镇政府） 

镇罗营镇工会服务站 89969330 平谷区镇罗营东街 5号 

东高村镇工会服务站 69909151 
平谷区东高村镇东高村兴业路

（平三路） 

王辛庄镇工会服务站 69961753 平谷区王辛庄镇校园路 20号 

黄松峪乡工会服务站 60971941 
平谷区黄松峪乡黄松峪村东街

402号 

南独乐河镇工会服务站 60926312 
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南独乐河村同

乐路 19 号 

熊儿寨乡工会服务站 89973259 
平谷区熊儿寨乡熊儿寨村东路 16

号 

平谷镇工会服务站 69961321 平谷区府前西街 30 号一层 107 

金海湖镇工会服务站 89975400 
平谷区金海湖镇韩庄南大街 111

号 

大华山镇工会服务站 61947290-8005 
平谷区大华山镇政府 302室（大

华山大街 269 号） 

峪口镇工会服务站 61905207 平谷区峪新大街 9号 

马坊镇工会服务站 60991809 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金河街 1号 

夏各庄镇工会服务站 89961203 
平谷区夏各庄镇马各庄村南街 82

号 

山东庄镇工会工作服务站 60930040—8402 平谷区山东庄镇府前街 9号 

国资委    89959914 平谷区建设西街 8号 

平谷区教育工会 69965503 北京市平谷区平谷大街 9号 

马昌营镇工会服务站 61981885 平谷区马昌营镇镇政府 

 

怀柔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龙山街道工会服务站 69687202 
怀柔区东关一区 59号楼 1层门脸

工会服务站 

泉河街道工会服务站 69693392 怀柔区青春路 40号 

北房镇工会服务站 61681428 怀柔区北房镇幸福西街 1号 



庙城镇工会服务站 60696160 庙城镇庙城村 295号 

琉璃庙镇工会服务站 61610360 怀柔区琉璃庙镇政府 

长哨营满族乡工会服务站 69631688 
于家园办公楼（于家园一区 88号

楼） 

汤河口镇工会服务站 89688981 怀柔区迎宾北路 10号 

九渡河镇工会服务站 60670274 怀柔区九渡河镇政府院内 

宝山镇工会服务站 60625101 怀柔区宝山镇政府综合大厅 

渤海镇工会服务站 61631220 怀柔区渤海镇沙峪村西 

喇叭沟门满族乡工会服务

站 
61667903 怀柔区金台园甲 56号 403室 

怀北镇工会服务站 69661200 
怀柔区怀北镇镇政府行政服务大

厅 

建筑业工会服务站 69647804 怀柔区南华市场东口南侧 

雁栖镇工会服务站 61642033 怀柔区雁栖镇人民政府正门旁边 

怀柔镇工会服务站 69622332 怀柔区兴怀大街甲 6号 

桥梓镇工会服务站 69675093 桥梓镇文化广场 

雁栖开发区工会服务站 61666468 
怀柔区雁栖开发区杨雁路 6号二

炮家属楼一层 

杨宋镇工会工作服务站 61679036 怀柔区杨宋镇和平路 22号 

 

密云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密云经济开发区工会服务

站 
89098633 密云区经济开发区康宝路 10号 

密云镇工会服务站 61094082 
大唐庄 14号楼西配楼 12号工会

服务站 

巨各庄镇工会服务站 61031346 密云区巨各庄镇政府院内 

河南寨镇工会服务站 61085887 
密云区河南寨镇政府院内西厢房

一层 

果园街道工会服务站 69053534 
密云区果园街道新西路 2号果园

工会服务站 

西田各庄镇工会服务站 61028175 
密云区西田各庄镇人民政府 603

室 

太师屯镇工会服务站 69031032 
密云区太师屯镇永安北路工业园

区 

溪翁庄镇工会服务站 69012770 密云区溪翁庄镇政府院内 

十里堡镇工会服务站 89099193 
密云区十里堡镇政府院内（西大

桥路 67 号） 

穆家峪镇工会服务站 61053245 密云区穆家峪镇政府院内 314室 

直属机关工会 69027403 密云区政府院内 

鼓楼街道工会服务站 69042190 
密云区新南路 110 号鼓楼工会服

务站 

经信委 69021740 密云区鼓楼东大街 8号 



新城子镇总工会 81023115 新城子镇政府院内 

石城镇总工会 6102556 石城镇政府院内 

大城子镇总工会 61072058 大城子镇政府院内 

北庄镇总工会 81002368  北庄镇政府院内 

古北口镇总工会 81052829 古北口镇政府院内 

高岭镇总工会 81081461 高龄镇政府院内 

冯家峪镇总工会 81069120 冯家峪镇政府院内 

不老屯镇总工会 81091579 不老屯镇政府院内 

东邵渠镇总工会 61069207 东邵渠镇政府院内 

檀营地区总工会 69091214 檀营地区办事处 

 

延庆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百泉街道工会服务站 61113313 延庆区百泉街道办事处 

旧县镇工会服务站 61151200 延庆区旧县镇人民政府 

四海镇工会服务站 60176470 延庆区四海镇人民政府 

千家店镇工会服务站 61188345 延庆区千家店镇人民政府 

大庄科乡工会服务站 60189834 延庆区大庄科乡人民政府 

刘斌堡乡工会服务站 60181699 延庆区刘斌堡乡人民政府 

香营乡工会服务站 60180820 延庆区香营乡人民政府 

珍珠泉乡工会服务站 60186481 延庆区珍珠泉乡人民政府 

井庄镇工会服务站 61192702 延庆区井庄镇人民政府 

大榆树镇工会服务站 61181626 延庆区大榆树镇政府 307室 

张山营镇工会服务站 69111138 
张山营镇人民政府文化活动中心

院内 

延庆县永宁镇工会服务站 60173910 永宁镇文化站院内 

延庆镇工会服务站 69142855 延庆区东关建材城一层 

延庆经济开发区工会服务

站 
69148952 延庆区百莲路 75号 

香水园街道工会服务站 69173664 
延庆妫水北街70号香水园街道便

民服务大厅 

沈家营镇工会服务站 61133055 沈家营镇人民政府东楼 

儒林街道总工会工会服务

站 
60168793 延庆区月安居小区底商一层 

康庄镇工会服务站 69131235 康庄镇工业开发服务中心 

北京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工

会服务站 
61162954 

延庆康庄镇紫光东路 1号 1层

112室 

八达岭镇总工会服务站 69120457 八达岭镇营城子村东 

 

开发区 

服务站 电话 地址 

数电园工会服务站 82125720 
开发区路东区科创十街数电园 10

号楼三层西侧 



汇龙森工会服务站 51570015 开发区西环南路 18号 

青年公寓工会服务站 67851179 开发区凉水河二街 20号 

生物医药园工会服务站 5631512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路东区B7地

块 

博大科技创业园工会工作

服务站 
67873247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12

号 B座一区 320室 

博大永康公寓工会工作服

务站 
87855988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定街18号

永康公寓 6号楼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