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半边”有假有礼
“男半边”跟着高兴

本报记者 董梦婕

“下午单位的女职工都放假
了，我们还得坚守岗位，什么时候
才能有男人节啊？”菏泽市某房产
公司的办公室职员小苏郁闷地说，
因为今天是妇女节，所以下午只剩
男职工照常上班，而女职工的工作
就合理地分担给男职工了。

在“三八”妇女节当天，菏泽

市部分企事业单位或通过发放福
利、聚餐、组织活动等方式为女职
工庆祝节日，或在不影响工作的
情况下，为女职工放半天假期。而
这些“福利”，让很多享受不到同
等待遇的男职工们大为吃醋，羡
慕不已。

而同样能领取福利的男职工，

领礼物的同时也不由地感叹都是
沾了女职工的光。“所有职员在妇
女节当天都正常上班，单位给每位
职员都发了购物卡及一些生活用
品。”菏泽市某银行职员小吴告诉
记者，领福利每个员工都很开心，
但是男职工在领福利的同时总有
一种蹭礼物的感觉。

菏泽首家巾帼创业站揭牌
助力妇女就业

本报菏泽3月8日讯(记者
李凤仪 ) 8日，菏泽首家

巾帼创业服务站正式进行揭
牌，标志着妇联组织和联通
系统服务妇女创业就业工作
有了新的载体。

“巾帼创业站的主要目
的是为城镇失业妇女、农村
妇女、女大学生等就业困难
群体提供创业项目、开展创
业培训、开展创业咨询、提
供 见 习 岗 位 等 方 面 的 服
务。”菏泽市妇联副主席李
红表示，联通未来巾帼创业

站是省妇联与中国联通山
东省分公司共同签约创办
的推动妇女创业就业工作
的新平台。

“我要做到让更多姐妹
们加入队伍，为妇女提供更
多创业就业岗位和机会。一
定会帮助更多的就业困难群
体实现创业就业。”现场，巾
帼创业站站长刁爱娟对以后
的工作表示了决心。

根据部署，今年各县区
至 少 建 立 一 处“ 巾 帼 创 业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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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9海信智能电视

春季攻市全国开幕

自3月9日-3月11日，海
信电视将在全国市场发起

“海信智能电视春季攻市”
活动，活动期间，海信2012
年春季最新上市的高端智
能电视XT770系列产品以及
K316、K310系列等明星产
品将以品鉴会的形式集中
展示，让用户现场体验全新
的智能化应用，届时，海信
电视将现场举办优惠的“品
鉴有礼”活动，带给消费者

超值的回报。

XT770———

简单易用的高端智能电视

随着电视智能化技术的
不断升级，“智能化体验”成
为消费者最为关注的焦点。
日前，海信推出了简单易用
的高端智能电视XT77 0系
列，其智能交互性大大提高，
独具特色的“多屏互动”功能，
可以使视频、图片等内容在手
机、I’TV间进行互传，大电视
的内容可以自动传到I’TV等
小屏幕上观看，小屏幕智能

设备上的内容也可以传到大
屏幕上进行分享，海信智能
电视多屏互动功能的实现，
真正使看电视突破了时间和
空间的局限，既能满足家庭
娱乐共享需要，也能实现个
人娱乐对移动性和个性化的
需求；新奇的语音智控功能，
则让XT770系列产品能够准
确、迅速地识别用户发出的
语音指令，只要开口就可以
轻松玩转智能电视。

通过海信的XT77 0电
视，用户还可以玩QQ、在电
视上与家人和朋友视频；可

以刷微博，边看电视和边粉
丝进行交流分享；除了电视
节目外，XT770还能让你拥
有最新推送的热映高清大
片。在海信应用商店里，目前
已经拥有此类匹配电视用户
的显示和使用要求的千款智
能应用，而且可以随时添加，
持续更新，极大地拓展了电
视的使用范围。

最新上市的海信XT770
系列智能电视不仅具有全
新的智能化体验，并采用了
自主专利技术的超窄边框
外形设计和更高的3D显示

技术，简约、敏捷、乐趣、贴
心 的 使 用 体 验 ，使 海 信
XT770成为新一代智能电视
的典型代表。

海信全面领航智能化

作为中国平板电视龙头
品牌的海信，2011年以来，海
信率先启动智能化转型，将
满足用户体验作为产品研发
的主攻方向，在海信既有的
强大硬件平台优势基础上，
为打造最易于使用、操控感
最好的智能电视，海信持续

加大与跨国知名公司合作力
度，今年1月，海信与麻省理
工大学媒体实验室签署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智
能技术、人工智能、人机对话
等技术上进行深度合作，全
力开发出具有全新智能化体
验的新电视。

借助智能化的先机，海
信在中国彩电市场上的优势
进一步扩大。据中怡康统计
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1月
份，海信智能电视的零售额
占有率以18 . 85%的市场份额
遥遥领先。 (高本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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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女节当天，菏泽市部分企事业单位或通过发放福利、聚餐、组织活动等方式为女

职工庆祝节日，或者为女职工放半天假期。而男职工同样能领取福利，领礼物的同时也不

由地感叹都是沾了女职员的光。

半天假、发福利，男职工挺“眼红”

“下午和朋友去逛街，做个美
甲，顺便换一个发型。”“天太冷了，
我下午打算请妈妈看电影，然后一
起逛商场。”“难得能休息，下午我
更想回家睡个美容觉，补补每天早
起缺失的睡眠。”

在妇女节当天，菏泽市部分单位
的女职工幸福地享有半天的假期，这
些“幸运儿”惊喜过后，开始计划这仅
有的半天时间该如何安排？记者采访
了解到，大多享有假期的女性选择了
逛街、看电影或回家休息。

记者在8日下午走访发现，理
发店、商场内顾客均以女性为主，
理发店内生意最为火爆，“昨天的
生意就不错，今天中午后人流量大
增。”步行街某美容美发店服务员
告诉记者，其中以年轻女性居多。

换发型、看电影，半天假要过好

“妇女节还可以放半天假？工
作这么多年了，从没有享受过，即
使不放假给发奖金也行呀。”菏泽
市某设计公司女职员孙小姐说，
由于工作强度大，经常要加班赶
图纸，估计即使有假期也没有时
间休。

并不是所有女职工在妇女节
当天都能享有半天休假，记者调

查了解到，菏泽市多数企业和服
务机构女职工在节日当天仍要正
常上班。

用人单位安排职工在法定假
日正常上班需要支付三倍加班
费，那么妇女节照常上班的女职
工是否依然享有这个待遇呢？对
此，菏泽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相
关负责人介绍，依据《全国年节及

纪念日放假办法》，三八妇女节属
于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和纪念
日，女职工在妇女节当天可以放
假半天，但是并没有强制性。对参
加社会或单位组织庆祝活动和照
常工作的职工，用人单位应支付
工资报酬，不需要支付加班费。妇
女节是不是放假主要取决于用人
单位的福利好坏。

妇女节放假非必须 上班不支付加班费

链接>>

咱也走走红地毯

校园里铺起了红地毯，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8日上午，
菏泽市牡丹区实验小学的女教师们接过少先队员的献花，从
红地毯上走过。

当日，该校领导和男教工早早地就来到学校，组织学生手
捧鲜花，列队迎接女老师们的到来。据校长王振中介绍，学校
是想表达对一线女教师的敬意，提高教师们的职业幸福感，同
时也能更加融洽师生关系。

记者 张歆然 通讯员 邹爱武 摄影报道

本报菏泽3月8日讯(记者
张歆然 通讯员 邹爱武
徐海涛) 3月7日下午，牡

丹区教育局聘请菏泽学院心
理学教授柴清华为教师做了
题为《做一名幸福的老师》的
报告，教给老师如何提高职
业幸福感，做一名快乐幸福
的老师。

在报告中，柴教授从教
师职业特点出发，就如何克
服职业倦怠感、保持积极健
康的心态进行了讲解，告诉

老师们要给学生幸福，自己
首先应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热爱
学生，带着幸福感做教师，
让教育教学工作变得精彩
起来。报告过程中，柴教授
还通过互动、问答，与教师
们进行了深度的思想交流，
有效地提高了她们的职业
幸福感。这场生动有趣，触
动心灵的报告会，引起现场
200余名教师们强烈共鸣，
掌声不断。

牡丹区为教师传授幸福“秘诀”
聘请心理学教授做专题报告

◎菏泽短讯◎

8日，张玉贵和菏泽市政协委员、
歌手胡玉等师徒四人来到菏泽市人
民医院，为该院的女职工、患者及患
者家属免费擦皮鞋，为她们送去节日
的祝福。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影报道

免费擦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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