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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城城区区总总工工会会
“暖心驿站 站通”正式上线

培训会现场， e站通负责人
针对e站通的线上服务功能向大
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笔者在现
场看到， 每个人的桌上都贴了一
张 “暖心驿站e站通” 的二维码，
可现场扫描桌上的二维码， 体验
网上申请的便利。

“我刚才体验了一下线上申
请暖心驿站的流程， 感觉非常方
便， 把基本信息填写清楚， 上传
照片就可以等待后台审核通过
了。 区总工会的这个 ‘暖心驿站
e站通’ 非常有用， 减少了线下
申报的麻烦， 提高了工作效率，
我回去要教其他的同事使用 。”
来自泰丰楼暖心驿站的工作人员
张和君告诉笔者。

区总工会副主席许畅表示，
“暖心驿站e站通” 的运营， 实现
了社会化公益参与， 有资质的企
业 、 机 关 单 位 都 可 以 通 过 网
上自主申请驿站资质，实现企业
社会化服务的公益性、参与度，同

时发动基层工会、 企业参与职工
服务， 实现职工享受服务的实时
评价， 让暖心驿站的服务有效，
不求遍地开花， 只求破解保温瓶
效应。

荩荩荩
实点化 数据化 精准化

近日， 区总工会 “暖心驿站e站通” 正式开通并上线运营。 9月20日， 区总工会召开 “暖心驿站e站
通” 推广培训会， 首次面向地区职工进行正式推广。 “暖心驿站e站通” 的上线运营， 是区总工会打造
“互联网+暖心驿站e站通” 的创新模式， 打破了服务职工的信息壁垒， 实现职工享受服务的实点传输。

“自从我们工会服务站设置
了暖心驿站， 每天来休息喝水的
户外工作者都多了起来， 现在又
开通了线上e站通功能， 职工们
能就近享受更全面的服务了 。”
“今天回去我们就开始准备二维
码 ， 让职工们都过来扫码领奖
品， 参与到暖心驿站的线上服务
中来。” 参加培训会的各基层工
会主席兴奋地讨论着彼此的看法
和观点。

9月20日 ， 2018年西城区总
工会暖心驿站推广培训会在工会
南办公区召开， 西城区总工会副

主席许畅出席培训会并讲话， 来
自地区40余家暖心驿站的负责人
参加了培训会。

据了解， 从去年12月份推出
第一家暖心驿站至今， 区总工会
共挂牌成立45家暖心驿站。 主要
面向环卫工人 、 快递员 、 送餐
员、 协管员、 出租车司机、 物流
驾驶员等户外职工， 就近就便为
户外职工解决喝水 、 避暑 、 取
暖、 热饭等实际困难， 地点设在
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 让 “工
会暖心驿站” 能更好更有效更大
范围地服务好户外劳动者。

截至目前， 已经有45家暖心
驿站挂牌成立， 分布在西城区15
个街道。 这些暖心驿站也各具亮
点：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联手其
他单位为设置在西单商业区综合
执法中心的暖心驿站 ， 添置了
“爱心冰柜”， 并购买了矿泉水，
供快递师傅、 外卖小哥、 环卫工
人、 保安等户外工作者免费自取
饮用。 天桥街道总工会的暖心驿
站位于工会服务站的一楼， 而楼
上就是干净、 整洁的职工书屋。
前来歇脚的户外工作者， 可在书
香中放松片刻。

职工享受“码上”抽奖 畅享实点服务

暖心驿站e站通 搭载数字化服务会员职工“快车道”
为了在线下的实地暖心驿站

内更好地推广使用 e站通功能 ，
区总工会计划在10月份推出e站
通扫码签到抽奖活动， 受助人群
签到后即可参加随机抽奖。 活动
从10月1日开始， 12月31日结束，
为期三个月， 旨在扩大暖心驿站
的影响力， 更好更多地为广大职
工服务。

据了解， 根据暖心驿站前期
的线上筹备活动， 目前暖心驿站
e站通功能已进入正式运行阶段，

进入驿站的受助人群可通过扫描
驿站二维码签到， 系统将对各驿
站签到情况进行数据分析， 进而
了解掌握各驿站的接待规模， 为
后续驿站的建立与管理提供数据
支持。

笔者通过扫码关注了 “西城
区暖心驿站” 微信服务号， 进入
服务号界面， 可以看到包括 “驿
站申请、 驿站列表、 驿站地图、
管理员登录 ” 的四个菜单栏 。
“驿站申请” 主要面向机关、 企
业、 工商联等群体开放， 以西城
区企业为例 ， 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 通过暖心驿站服务号， 在线
上传门面图片、 安全证书、 内部
图片等信息进行线上申请， 微信
后台接到申请信息后， 区总工会
派专人进行线下审核， 审核通过
后现场挂牌进行正式运营。

“驿站列表” 主要把已经挂

牌成立的暖心驿站按顺序进行编
号，方便职工查询。 “驿站地图”通
过爱心的形式在西城区地图上进
行标注， 可以直观地从地图上看
到所有驿站的分布地点， 方便以
环卫工人为主的职工进行导航，
就近选择暖心驿站进行休息。

“管理员登录 ” 指
的是驿站管理员使用手机号和动
态验证码形式登录， 查看驿站入
驻申请审核结果， 并维护驿站基
础信息 ,同时职工可以通过手机
号进行注册， 并进行线上抽奖，
登录后可以更清楚更快捷地查询
暖心驿站相关信息， 并可以通过
后台对暖心驿站的服务进行满意
度评价， 通过点赞或提建议进行
信息反馈， 后台会根据职工的评
价进行数据分析， 并更好地完善
服务质量， 这也体现了驿站注重
提升服务效率， 提质增效。

会员现场点评 体验线上即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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