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5·1服务卡”通行甬城，
畅享地铁、城铁8折

全年刷工会“5·1 服务卡”，享
受“8折乘地铁和城铁”优惠。（如地
铁轨道折扣活动低于 8折优惠按地
铁轨道交通实际折扣）。

（二）“5·1服务卡”邀您看电影
线下：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刷

工会“5·1 服务卡”享“1 元看大片”
优惠，每卡每次限购买2张“1元”特
价影票，每卡每月限享 1次，每个活
动日宁波影都、天伦影都、江北、鄞
州万达四家影院总计名额 300 张，

各电影院共享，先到先得。
线上：每周在“甬工惠”微信平

台上推送300张特价影票,会员按每
票次5.1元购买。

（三）刷“5·1服务卡”M6购物
满减活动

1 月 20 日起，双休日和法定节
假日，刷工会“5·1服务卡”在 M6生
鲜超市享“满30减10”优惠，线下直
接刷卡满减，线上通过“甬工惠”抢
券后线下使用。每张工会“5·1服务
卡”每月限购 1次，优惠名额线上线
下每天总计1000个，先到先得。

（四）会员服务月活动
在五一广场及有关商家为持卡

会员提供会员专属定制活动及享受
相关优惠。

（五）“甬工惠”福利推送活动
每月推出一到两次微信抢福利

活动。凭手机号、工会“5·1 服务
卡”、身份证在“甬工惠”微信平台上
免费抢福利。每次200个名额。

（六）特约商户优惠活动
每月组织 10 家以上特约商户

进行让利活动，全年组织 150 家开
展优惠活动，推出一定数量的特价
或免费商品回馈“5·1 服务卡”会
员。

（七）一日游活动
每季一次一日游活动，每次

100 人左右，以宁波大市休闲文化

之旅为主，凭手机号、工会“5·1 服
务卡”、身份证在“甬工惠”微信平台
上免费抢票。

（八）免费非工伤意外及家财
（火害）损失保险

“5·1 服务卡”为已激活的持
卡会员赠送一份投保金额为 10 元
的非工伤意外及家财 （火灾） 损失
保险，持卡会员在一个保险年度
内，发生非工伤意外伤害和由于火
灾导致家庭财产损失，均可按宁波
市工会“5·1 服务卡”非工伤意
外及家财 （火灾） 损失保险办法

（试行），向承保的保险公司直接理
赔，最高赔付金额分别为 20000元和
3000元。

（九）联合宁波第二百货商店开展
优惠活动

元旦、春节、妇女节、劳动节、
端午节、中秋节、正店庆、国庆节、
周年庆等活动时间，系列商品在品牌
折 扣 优 惠 基 础 上 ， 刷 “5· 1 服 务
卡”可再享贵宾折扣，折后再享满
300 元减 50 元优惠 （各个活动时间
内，单卡限享 50 元，名额有限，香
烟、黄金投资金条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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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区总工会

一、普法主题活动
在“海曙职工之家”微信平台上

在线知识竞答的方式开展
1、“答题抢话费”双爱活动主题

月活动（3月）
2、“答题抢话费”安全生产月主

题活动（6月）
3、开展劳动合同法主题知识竞

答活动（9月）
二、“5·1 服务卡”微信平台线

下游活动（4月）
在微信平台上通过各种游戏、

答题、互动留言等形式报名参与游
横街大竹海

三、“5·1 服务卡”微信平台普
惠活动

1、新春家主题活动（2 月）以家
宴为主题，通过游戏形式，向职工普
惠年货产品。

2、五一劳动节主题留言活动（5
月）通过在“海曙职工之家”微信平
台上进行主题留言活动。

3、“这里的秋天最美”抢旅游门
票活动（10-11月）通过在“海曙职工
之家”微信平台上进行主题留言（哪
里的秋天最美、喜欢秋天的理由等），
评选后赢取龙观乡五龙潭门票。

江北区总工会

一、“甬工惠”线上福利（全年）
凭“5·1服务卡”、身份证、手机

号、在“甬工惠”上进行抢票。
二、宁波牛奶集团洪盛路 6 号

涌优展销中心（全年）
刷“5·1 服务卡”购买新鲜牛奶

可享优惠，持卡人员可携带儿童免
费游玩室内涌优乐园一次。

三、宁波江北慈城五星村绿野
山庄（全年）

持“5·1 服务卡”享受景区门票
价优惠5元/人。

四、“健康生活 快乐工作”之
企业职工健康服务活动（全年）

江北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
企业职工提供特惠体检套餐和个性
化体检服务。同时根据企业的实际
需求，提供职业卫生、心理健康、慢
病知识、急救技能等相关内容丰富
多彩的健康教育“菜单”;开展预约
式心理咨询疏导服务和心理减压活
动。

镇海区总工会

一、健身特惠 2018 年 1 月 1
日-2018年6月30日

工会会员到镇海区龙赛体育中
心，凭本人“5·1服务卡”享受9折优
惠（单张门票）；基层工会集体购买

游泳银卡20只以上给予单张门票8
折优惠；基层工会租用体育活动场
馆的，凭单位工会介绍信给予 5—8
折优惠。

二、汽车服务特惠 2018 年 1
月1日-2018年6月30日

工会会员在宁波市镇海成杰汽
车维修有限公司等指定门店凭本人

“5·1 服务卡”可享受工时费折扣、
每年一次的免费空调系统性能检
测、不限时不限次数检查轮胎气压
等一系列优惠服务。

三、文化剧场特惠（全年）
工会会员持“5·1 服务卡”在镇

海大剧院购买门票在现有惠民价基
础上再享受9折。

四、科奥有机农蔬特惠活动（全
年）

持“5·1 服务卡”在科奥农业 e
乡平台体验店、镇海西门菜场店科奥
农蔬店可享受9折优惠。购物满89元
可免费快递上门。元旦春节、五一、国
庆等活动时间可享8.5折特惠。

鄞州区总工会

一、大片观影
2018 年每周日，在百老汇影城

（印象城）任意时间段刷“5·1 服务
卡”享 1 元/票观影特惠（3D 电影另
加 10 元/票），每人每卡每次限购 2
张，每卡每月限购2张，每天限前80
张。每周一至周六，任意时间段刷

“5·1服务卡”享受观影5折优惠，单
卡每人每天限购2张。

二、旅游观光
2018 年每周日，在天宫庄园景

区刷“5·1 服务卡”购门票享 5 折优
惠，每人每卡每次限购 2张，每天限
前 100 张。(此优惠不包含水果采摘
或景区内部的消费项目)。每周一至
周六，任意时间段刷“5·1服务卡”享
受7折优惠，单卡每人每天限购2张。

三、运动健身
2018 年全年，在宁波甬达体育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金达运动城)，
工会“5·1服务卡”持卡人持本人卡
消费时，在任意时间段用“5·1服务
卡”享受场地 5折优惠，每人每卡每
天限用 1 次，每卡每月限用 6 次；持
卡人包年活动消费，享受在原折扣
基础上再给予 10%优惠。以上优惠
内容不包括商品消费，球拍、球鞋租
赁、洗浴等消费。

四、甬工惠线上福利
2018年每月2-3次，通过“甬工

惠”开展持卡会员送福利活动。

奉化区总工会

一、5元洗车
活动时间：2018 年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每周六、每周日、法定节
假日（不含春节）

活动地点：奉化区南山路 165
号正途车业服务站

奉化区南山路 23 号洁顺汽车
装潢服务中心

奉化区溪口应梦路 43 号阿龙
汽车美容

活动内容：奉化地区职工刷“5·
1服务卡”洗车享5元/次，每卡每月
限享 2 次，每家洗车店每活动日限
前5名客户专享。

二、活动名称：工会卡快捷支付
送话费（全年）

活动内容：奉化地区工会卡客
户，使用工会卡绑定微信、支付宝，
每月消费1笔及以上，送话费10元，
每月限前510名客户尊享。

余姚市总工会

一、过年礼包大放送（2018年 1
月）

通过“甬工惠”微信平台向余姚
市“5·1服务卡”持卡职工赠送过年
礼包

二、“1 元看大片”观影优惠活
动（全年）

每个双休日和国家法定休息日
在余姚万达广场 4 楼万达影院、余
姚五彩城 5 楼希界维（CGV）影院，
刷”5·1 服务卡”享受“1 元看大片”
优惠。每卡每月每次限购买 2张。每
活动日 1元看电影总计名额万达影
院限 50张，CGV影院限 30张，先到
先得。超出 1元看电影名额 ，刷卡
享半价。（万达影院每卡每个活动日
限购4张半价影票。3D需补5元。）

三、6折乘公交（全年）
刷“5·1服务卡”享6折优惠，刷

卡时享9折优惠，次月返还其余的3
折至金融卡，实际享6折。

四、超市购物立减（全年）
在家家福超市各大直营店刷

“5·1服务卡”支付消费，满100元立
减 15 元，满 200 元立减 30 元，每卡
每月限减30元。

五、“两人同行，一人免单”（全
年）

在宁波太平洋大酒店刷“5·1
服务卡”消费，每周三自助餐晚餐

“两人同行，一人免单”，每卡每日限
2位，限前20位（特殊节日除外）。

在余姚宾馆刷“5·1 服务卡”消
费，每周二享自助餐晚餐“两人同
行，一人免单”，刷农信“5·1 服务
卡”消费，每周日享自助餐晚餐“两
人同行，一人免单”，每卡每日限 2
位，限前20位（特殊节日除外）。

六、香泉湾养身度假区（全年）
山溪居标间：非周末每天推出

五间特价房，原售价 279 元/间，特
惠价140元/间。

真人 cs 项目门票：原售价 70
元/人（需 2人以上同时参与），特惠
价 35元/人；山洞夺宝项目，原门票
70元/人，特惠价35元/人。

七、工会请你吃大餐（全年）
在何记面馆（万达店、五彩城

店、北滨江路店），每周三、周六刷
“5·1 服务卡”，满 100 减 40 元，满
200 减 80 元，限减 80 元，每店每日
限10个，共30个名额。

在韩悦韩式烤肉（万达广场三
楼）每周二刷“5·1服务卡”满100减
50 元，满 200 减 100 元，最高减 100
元，每日限10个名额。

八、工会请你练瑜伽（全年）

持卡在雪樱瑜伽馆可享受相关
优惠

九、工会为你“搭把手”（全年）
持卡在宁波搭把手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享受相关服务优惠。
十、在余姚四明口腔医院刷“5·

1服务卡”，享洗牙特惠98元/次。
十一、书香伴你行（全年）
在余姚市读书人书店刷“5·1

服务卡”消费，文化用品、图书零售
享受9折优惠。

十二、“甬工惠”线上福利月月
送（全年）

每月通过“甬工惠”给余姚市的
“5·1服务卡”持卡会员送福利。

慈溪市总工会

一、“迎新年”特惠活动月和“迎
国庆”优惠活动周

活动期间在慈溪市兰屿休闲农
庄享住宿5折、餐饮8.5折、采摘8折

二、徐福红木古典家具、工艺品
优惠活动（全年）

享红木家具 9 折优惠，红木工
艺品8.5折优惠

三、引飞果业“五一”特惠活动
（全年）

在相关门店所有商品全年凭卡
打 9.5折；五一所有商品凭卡打 9折

（使用引飞果业水果券、卡不打折）
四、海通食品 5·1 卡门店优惠

活动（全年）在海通食品集团专卖店
持卡享9折

五、宁波海通时代农场时代特
定时段持5·1卡门票8折（劳模门票
免费），水果采摘旺季时享 8 折（每
人限2斤，劳模不限量）

六、在慈溪市桥头涌森农场、宝
绿果蔬采摘园可按时节享受相关优惠

七、在周巷镇天鑫家园购买联
合成员种植的新鲜果蔬及加工的农
产品可享受9折

八、可享受慈溪市横河镇大山
村大山特产优惠活动，并可享清风
白鹭民宿优惠活动

九、免费洗车优惠活动 5月 1
日、10 月 1 日、11 月 11 日在慈溪市
兴安路 140 号凭“5·1 服务卡”按有
关规则享免费洗车

宁海县总工会

一、移动亲情卡赠送活动
活动时间：2月5日—2月7日
活动内容：通过甬工惠发放

200张移动话费亲情卡，每张20元
二、桑洲胭脂米10元购活动
活动时间：3月23日
活动内容：宁海职工刷工会“5·

1 服务卡”，购一盒胭脂米只需 10
元，限前150名，每人限刷1次。

三、长街蛏子20元购活动
活动时间：4月13日
活动内容：宁海职工刷工会“5·

1 服务卡”，购一篮蛏子只需 20 元，
限前100名，每人限刷1次。

四、一市白枇杷10元购活动
活动时间：5月18日
活动内容：宁海职工刷工会“5·

1 服务卡”，购一盒白枇杷只需 10
元，限前150名，每人限刷1次。

五、力洋杨梅10元购活动
活动时间：6月22日
活动内容：宁海职工刷工会“5·

1 服务卡”，购一篮杨梅只需 10 元，
限前150名，每人限刷1次。

六、胡陈水蜜桃10元购活动
活动时间：7月13日

活动内容：宁海职工刷工会“5·
1 服务卡”，购一盒水蜜桃只需 10
元，限前150名，每人限刷1次。

七、岔路金桃10元购活动
活动时间：8月17日
活动内容：宁海职工刷工会“5·

1 服务卡”，购一盒金桃只需 10 元，
限前150名，每人限刷1次。

八、茶院番薯面10元购活动
活动时间：12月7日
活动内容：宁海职工刷工会“5·

1 服务卡”，购一盒番薯面只需 10
元，限前150名，每人限刷1次。

九、甬工惠线上福利
2018 年不定期通过“甬工惠”

发放胭脂米、蛏子等福利

象山县总工会

一：“5·1服务卡”邀您1元看电影
1、活动对象:持“5·1服务卡”的

象山工会会员
2、活动内容：双休日和法定节

假日，刷工会“5·1 服务卡”享“1 元
看大片”优惠，每张“5·1服务卡”每
次限购 2张“1元”特价影票（含 2D、
3D），每卡每月限享 1 次，总计名额
200 张，先到先得。其它时间，继续
享受观影 5 折优惠（含 2D、3D），单
卡每人每天限购2张。

3、活动地点：象山时代影院、华
影国际影城二家影院

4、活动时间：2018 年五一劳动
节、国庆节

二：普法主题活动
1、活动对象:持“5·1服务卡”的

象山工会会员
2、活动内容：法律法规知识竞

赛“答题抢话费”
3、活动时间：2018年1-12月份

共4期（一季度一期）
4、活动形式：通过“象山惠”微

信平台在线知识竞答，按照分数及
答题时间顺序排名，前10位获得30
元移动话费，第11位—50位获得20
元移动话费，第 51 位—100 位获得
10元移动话费。

活动三：“甬工惠”微信福利推
送活动

全年在“甬工惠”微信平台推送
6次福利活动，包括抢象山土特产、
象山景点门票、加油卡、抵用券等活
动，报名填写手机号、象山工会“5·1
服务卡”、身份证在“甬工惠”微信平
台上推送,每次100个名额。（具体内
容详见“甬工惠”推送）

活动四：特约商户特惠活动
1、抢抵用券活动
在“象山惠”微信平台抢抵用券

活动，报名填写手机号、象山工会
“5·1 服务卡”、身份证。（具体内容
详见“象山惠”、“象山工会”推送）

（1）餐饮抵用券30元200份；餐
饮抵用券50元200份；

（2）水果抵用券30元200份；
（3）蛋糕抵用券30元200份；
（4）洗发抵用券（每张 3次*15）

200份；
（5）洗车抵用券（每张3次*10元）
2、刷“5·1 服务卡”享商家特惠

折扣
活动时间：2018年 1月 1日-12

月31日
活动内容：

（1）石浦小资生活餐厅享 7 折
（酒水、饮料、烟除外）

（2）象山海岸咖啡8.8折（酒水、
饮料、海鲜、特价菜除外）

（3）龙宫酒店 9 折（加工费、烟、
酒、饮料除外）

（4）柯剑飞水果店、开花结果水果
店8.8折

活动五：工会公益学堂培训、讲座
定期推出公益学堂培训、讲座，活

动对象为持“5·1服务卡”象山工会会
员（具体内容详见“甬工惠”、“象山
惠”、“象山工会“推送）。

大榭开发区总工会

活动名称：美食餐饮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地点：大榭国际大酒店（大榭

开发区信开路111号）
活动内容：1、在酒店举行婚宴可

享受菜肴和服务费9.8折优惠（包括来
料加工），另菜肴消费满 2088 元/桌，
每桌可以免费赠送红酒一瓶（具体以
酒店赠送实物为准）；2、在酒店各餐厅
进行零点消费的，可凭卡享受8.8折优
惠（海鲜、酒水、香烟、套餐不享受此优
惠）；3、入住酒店客房的，凭卡可免费
赠送房内欢迎水果一份，并享受门市
价3.8折优惠；4、在酒店商场、外卖购物
消费的，可凭卡享受全场9.5折优惠。

活动名称：休闲娱乐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地点：大榭游泳馆（大榭开发

区海港路）
活动内容：每年 6 月 16 日至 9 月

15日购游泳票7.5折，其他时间段5折
优惠。

活动名称：影视文化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地点：大榭剧院（大榭开发区

海城路6号）
活动内容：购票全年享受7折优惠。
活动名称：生活服务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地点：大榭日升车饰（大榭开

发区信开路197-207号）
活动内容：享受洗车原价每车次

20元7.5折优惠。
活动名称：美容美发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地点：大榭皇子美业（大榭开

发区海城路250号）
活动内容：享受洗剪吹原价 20元

7.5折，烫染护7折优惠。
活动名称：休闲娱乐
活动时间：全年
活动地点：大榭 K8 台球俱东部

（大榭环岛南路300号星和宾馆四楼）
活动内容：享受原价 20元/小时 8

折优惠。
各区县(市)和各园区总工会按照

各自的情况进行优惠活动的添加。

杭州湾新区总工会

活动名称：一元看大片
活动时间：2018年 1月 1日-2018

年12月31日
活动地点：宁波杭州湾新区沃美

影院
活动内容：每天限前10位
活动名称：5元洗车
活动时间：2018年 1月 1日-2018

年12月31日
活动地点：宁波捷又佳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活动内容：每天限前10位

温暖温暖，，伴您一伴您一路路

各区县（市）总工会活动

宁波工会“5·1服务卡”是宁波市总工会联合中国银行宁波市分
行、省农信联社宁波办事处、宁波市民卡公司等单位为我市工会会员
免费发放的实名制、多功能、智慧型服务卡。目前，已累计发卡
158.4万张，服务项目涵盖医疗、影视文化、旅游、购物等 19个大
类，成为工会组织为职工提供普惠活动的重要平台。

2017年，市总工会通过完善“5·1服务卡”网站、“甬工惠”微
信平台服务功能，推动网上服务功能提档升级。采取特惠、优惠、商
惠三结合方式，在“八折坐地铁”“一元看大片”“购物满减”“会员
一日游”的线下活动基础上，开展特约商户福利推送、线上观影优惠
活动，“5·1服务卡”普惠职工的服务半径不断扩大。目前，各级工
会累计投入2000万元，商家共计让利职工2500余万元，开展活动500
多项，惠及职工750万人次，累计发放蓝领通小额贷款31亿元。

2018年，工会“5·1服务卡”将继续秉承“一卡在手、服务无
忧”的工作目标，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努力为持卡会员提供更多的
普惠、特惠、商惠服务，不断提高“5·1服务卡”的“含金量”，让
越来越多的职工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关注宁波市总工会官方微信公众号“甬工惠”，了解更多更及时
的“5·1服务卡”信息！

20182018年年，，““55··11服务卡服务卡””精彩继续精彩继续

本报记者 周琼 通讯员 许嘉琛

市总工会活动市总工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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