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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北京是全国互联网产业的龙头，行
业从业人员也最为集中，基本占到了全
国的半壁江山。 这里，非公企业占绝大
多数，所以，在北京的互联网行业做工
会工作， 没有几把刷子还真的就不行。
这里的员工学历高、80后90后居多、流
动性极强，他们思想活跃，追求创新潮
流，劳动关系复杂多变。 工会如何应对
互联网行业中最复杂的劳动关系难题？
工会干部如何在这些“不明觉厉”的职
场中游刃有余？午报记者走进了北京的
一批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对那里的工会
干部进行了近距离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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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公司大门
就到了职工之家

完美世界公司工会

□本报记者 白莹

新浪工会联合会

“又到‘两节’送温暖的时候了，我们会和人力
资源部门一起， 核对出本年度的资助对象名单，然
后对这些职工进行走访慰问。 ”新浪党委书记兼新
浪公司工会联合会主席傅毅告诉记者。这只是新浪
工会工作中的一朵浪花。

新浪工会始建于1998年新浪公司创建之初 ，
2004年经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工会工作委员会
批准正式成立新浪公司联合工会。 2017年更名为
新浪公司工会联合会。 傅毅坦言， 互联网行业的
特点是高学历、 年轻化、 流动性强， 导致劳动关
系更加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 人员解聘、 岗位调
动等情况也经常发生， 难免会出现一些劳动纠纷
与争议。 “但我们企业有一种温度， 可以让大家
在手足无措时感受到温暖。 工会工作也是秉承着
这一理念而做的。” 他说。

用活动凝聚人心。 为了丰富广大员工业余文
化生活， 新浪工会投入大量的资金成立了形式多
样的员工俱乐部。 其中包括： 足球、 篮球、 瑜珈
（舞蹈）、 台球、 新浪志愿者协会和新浪跑团。

以关爱温暖人心。傅毅说：“2004年一员工身患
淋巴癌，工会发起倡议，累计捐款14万余元；2012年
无线部门同事得了尿毒症， 急需换肾挽救的生命，
工会联合公益频道和微公益合计为其募捐47万余
元，换肾后经过康复治疗员工已经重返工作岗位。”

2018年一员工下班路上发生交通意外， 工会
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并送上10000元救助金， 为其
及时治疗提供了保障……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只
要员工突发重病或遭遇重大困难，工会组织都会第
一时间做出反应。 经工会委员会研究决定， 还特
别设立了 “三金” 即： 慰问金、 救助金、 抚恤金。

谋福利抓住人心。 新浪工会成立以来， 为广
大员工发放了多种福利， 包括： 员工生日礼品派
送、 育儿补助、 中秋节和元宵节慰问、 季度观影
活动等等。 新浪工会成立以来， 已有1523名员工
领取了育儿补助 （500元/人次）， 金额达76.15万
元； 自2005年6月开始的员工生日礼品派送， 至今
已经派送出36509份礼物， 累计金额182.5万元。

2016年7月新浪总部大厦落成， 公司管理层秉
着 “把最好的位置留给员工” 的初衷， 建成了面
积拥有4000多平方米的 “员工之家”。 记者在 “员
工之家” 看到， 母婴关爱室、 职工书屋、 美容美
发、 咖啡吧、 台球、 乒乓球、 瑜伽舞蹈操房和健
身场所应有尽有， 免费全天候向员工开放。

“献真情才能打动人心。” 傅毅总结互联网行
业的工会工作体会时说， “作为基层工会组织是
双肩挑， 一肩挑着员工权益， 另一肩也担负着企
业的责任。 只有把心放平， 把态度摆正， 才能让
员工信服， 才能让企业认可。”

一肩挑着员工权益 一肩挑着企业责任

上班只能工作？ 这里有上班时间可以使用的
健身房 ； 公司组织的相亲活动 ， 不少女孩子穿
cosplay的服装温婉入场， 游戏花样真多， 还有下
叉量腿长； 生活压力太大， 活得压抑？ 正好， 公
司安排了心理咨询室， 带着另一半来吐槽吧。 这
只是完美世界 （北京 ） 软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完美世界公司） 的职工之家的部分功能
……用公司工会主席王清平的话说； “公司没有
安排一个房间， 或一个楼层作为职工之家， 只要
走进完美世界大厦， 就到了 ‘职工之家’。”

完美世界公司的主业务是影视、游戏。 记者在
采访中看到，员工工位的装饰个性突出，很多都摆
放着制作精美的游戏人物模型；墙上挂着画面酷炫
的海报， 都是员工自己制作； 电梯里走出的是身
穿cosplay服装、 妆容精致的小姐姐； 咖啡厅坐着
穿着带袖章的长款风衣， 银色头发的帅哥……

王清平介绍， 公司员工以年轻人为主， 80后、
90后占一多半，思想活跃，追求时尚。这从员工俱乐
部的设置就能看出来，公司不仅有篮球、 足球、 羽
毛球等传统俱乐部， 还有台球、 射箭这类很时尚
的运动俱乐部。 其他公司摄影社多是拍摄人物风
景， 而完美世界工会组建的摄影俱乐部除了这些
风景人物之外， 还对拍摄公司游戏中的经典人物
情有独钟 。 这里还有以配音为内容的声动社 。
“工会聘请了国内知名的配音导演到公司来给声动
社做专门的配音技能技巧培训。” 王清平介绍。

健身中心是不少公司职工之家的标配。 然而，
大部分单位都规定， 业余时间才能使用。 完美世
界公司的健身区超过1000平方米， 不仅有几十台

大型专业健身器材， 还有篮球场、 舞蹈室， 规格
比一般健身房还要高，而且全时间开放，员工上班
时间可以随时过来运动。 “我们希望给员工提供一
个自由开放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间久了， 到楼下健
身房做做运动， 有益于员工健康。” 王清平说。

在完美世界大厦的9层， 有一间神秘的小房
子。 经常有员工在里面滔滔不绝地诉说， 还有的
带着家里的另一半来一起倾诉———这里是 “完美
生活教练室”。 “其实就是心理咨询室 ， 成立于
2014年。” 王清平介绍， 公司每周会请心理咨询专
家来这里为员工做面对面的心理辅导， 如果是婚
姻、 感情方面的， 员工还可以带着配偶、 恋人过
来一起聊天。

王清平介绍， 为了更深度地关怀员工， 公司
工会设立了对员工及其家属重大疾病的援助 。
2018年， 在此基础上， 还增加了住院员工的护工
补贴。 “2018年一名员工因病住院， 父母都不在
身边， 他又是单身。 我们工会带着慰问品去看他
的时候， 发现他身边一个护理的人都没有。” 王清
平说， 以此为契机， 公司工会通过表决， 建立了
护工补贴制度， “住院员工每天补贴100元护工护
理费， 减轻单身员工请护工的经济负担 。” 2018
年， 公司工会向4名员工发放了50000元的重疾援
助金， 如果从2012年起统计， 公司已经向79名员
工发放了约83万元的重疾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