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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员工体面工作舒心生活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打造“指尖上的工会”
给员工舒展个性释放自我的空间

北京握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91科技集团工会

北京握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1994年， 作为全球领先的数据安全
解决方案提供商、 中国高科技企业的
一分子， 公司已经拥有以新加坡为国
际业务总部的覆盖美国、 法国、 印度、
韩国等11个海外分支机构， 全系列产
品和解决方案广泛应用到全球 50多个
国家和地区 。 握奇成功服务于电信 、
金融、 交通、 政府、 公共事业等领域
行业客户， 为数亿用户的身份认证与
安全交易保驾护航。 公司拥有专利近
1200项， 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10%。

公司工会副主席王勇告诉记者 ，
1994年公司成立之初就有了工会组织，
工会工作就是为职工谋福利， 做实事。
握奇工会以 “体面工作 、 舒心生活 、
全面发展” 为原则， 在公司健康快速
发展的同时， 根据职工不同的兴趣爱
好， 积极推进俱乐部等各项设施的建
设工作，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娱活
动缓解职工工作压力， 同时不断提高
职工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 促进企
业和职工的共同发展。

在握奇， 大家有一句口头禅是这
样说的， “有困难找工会， 工会是咱
‘娘家人’”。

每逢节假日， 握奇工会都为职工
送去祝福与关怀。 春节前夕， 握奇工
会主席郭天光向全体员工致新年祝福
语， 让每位职工都感受到工会组织的

温暖。 美丽勤劳的女职工是公司最靓
丽的风景， 三八妇女节致握奇女职工
的一封信， 充分表达了对女性的尊重，
而妇女节礼包也给女职工带去了属于
她们的福利。

孩子如初升朝阳，是祖国的未来与
希望，更是职工们的掌中宝。儿童节时，
工会也不忘为小宝贝送去一份关爱。炎
炎夏日，职工仍在辛苦工作，而工会也
适时地给职工们送去清凉解暑的冰棍，
让大家在清凉中更好地奋斗。

作为企业工会组织，除了要体现为
职工排忧解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作
用外，还要不断提升职工整体素质。 在
高新技术企业中，人才是关键。 郭天光
告诉记者，近年来，握奇工会充分发挥
在职工培训方面的作用。 坚持在职工
素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经费，仅职工之

家就占地1500平方米。其中不仅有职工
培训教室，免费自助餐厅区域，还专门
为公司的女职工设立了妈咪屋和亲子
乐园。

工作忙， 想在业余时间丰富自己
的兴趣爱好， 这是大部分握奇职工的
诉求。 因此， 在工会组织的协调和倡
导下， 针对职工喜欢的文体活动， 采
取俱乐部会员招募的形式开展。 各俱
乐部会员招募设在餐厅最显眼的位置，
并设有各俱乐部的易拉宝和招募语 ，
这种场景仿佛回到大学时代， 职工也
越来越喜欢。 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使身心得到充分舒展。

宝贝俱乐部的负责人是一位在握
奇工作十年的老职工， 据负责人介绍，
宝贝俱乐部就是为企业职工的孩子们
准备的，平时会有集体生日派对和亲子

教育活动，这些全部是职工自己策划筹
备的。 不仅如此，在线上线下也有育儿
交流活动。 赶上天气好，还会组织亲子
户外的大型活动。握奇有很多喜欢登山
和具有挑战精神的职工，并且每年设有
难易程度不同的目标来进行挑战。不仅
如此，登山俱乐部的成员还肩负着环保
的使命，他们每登一处山，沿途捡拾各
种垃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还山林深处
原本的清洁干净。

截至目前， 握奇工会设有6个文体
活动爱好俱乐部， 包括羽毛球、 登山、
游泳健身、 篮球、 舞蹈瑜伽、 宝贝等。
每个俱乐部都有一名组织者， 负责俱
乐部日常工作的安排、 场地协调和会
费的使用。 职工在业余时间可以自行
参加俱乐部活动， 在愉悦身心的同时
也相识了有共同爱好的同事。

91科技集团是一家以大数据、 云
计算为驱动的技术服务型企业， 通过
科技创新广泛应用于金融、 文化、 实
业、 投资等领域。 玩儿转互联网的91
科技， 自2016年5月成立工会以来， 积
极建设智慧工会， 打造 “指尖上的工
会”， 为职工织好线上线下、 水乳交融
的两张网， 营造出温暖和谐的 “职工
之家”。

91科技集团目前共有员工350多
人 ， 平均年龄30.5岁 ， 这个 “低龄 ”
的工会所服务的职工大部分都是思想
开放、 时尚有朝气的年轻人。 如何让
这个组织能够适应年轻职工的节奏 ，
服务内容、 形式怎样有利于职工参与？
集团工会干部赵军说， 集团工会成立
之初 ， 集团董事长许泽玮一直强调 ，
任何一家公司走向成功， 靠的不是单
纯的技术 、 市场和产品 ， 而是员工 。
这些勇于创新， 富有前进精神、 充满
抱负的员工， 是91科技集团最大的财
富。 特别是当前， 伴随着互联网行业
不断变革， 企业组织形式、 员工队伍
结构等产生了多方面变化， 集团工会
要以不变应万变， 积极贴近时代、 贴
近基层、 贴近一线员工， 把和谐劳动
关系贯穿于集团的各项发展中， 以科
技创新推动和谐， 以企业稳定保证和
谐， 以企业文化孕育和谐， 力将工会

组织打造成广大员工身边的温暖和谐
“职工之家”。

由于集团年轻人和外地员工比较
多， 集团工会专门成立了11个健康生
活俱乐部 ， 涉及公益 、 足球 、 读书 、
早起、 电影、 话剧等多个领域。 这些
俱乐部在员工、 部门之间起了良好的
沟通交流作用， 促进了 同 事 之 间 的
兴趣交流 ， 增强了团队整体凝聚力
。 此外， 每一个俱乐部都建立了一个
微信群 ， 线上大家及时沟通 、 交流 ，
分享心得体会， 线下大家在一起积极
参与活动。 “集团工会也被职工们称
作 ‘智慧工会’，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打
造这个 “指尖上的工会”， 为职工织
好线上线下 、 水乳交融的两张网 ，
实现联系服务职工群众的全覆盖。” 赵
军说。

一向注重党建工作的91科技， 还
用心地利用11个俱乐部， 把政治引导
融入文化活动。 比如组织 “早起俱乐
部 ” 成员观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 ，
组织 “91悦读会” 研读 《习近平用典》
《习近平的知青岁月》， 增强 “两个维
护” 意识。 为适应互联网时代年轻人
碎片化阅读的习惯， 还建立了党支部
微信群， 设立党支部微信公众号， 及
时发布党中央最新政策信息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并在线上进行

互动交流， 这已经成为青年党员政治
学习 “流动阅览室”。

91科技集团读书俱乐部秘书长何
晓冬介绍， 读书群在11个群众线上是
最活跃的， 群成员们经常有人分享书
籍， 表达自己的读书心得。 上周， 来
自消费金融事业部的杨轩向大家分享
了一本名为 《自控力》 的书。 她告诉
大家， 这是一本关于如何提高自控能
力的书， 作者在每章中都会通过自己
在过往咨询中遇到的案例进行剖析 ，
讲解自控力是如何在现实中被瓦解的
以及人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向惰性
低头的。 相信大部分读者都会从这些
小案例中或多或少看到自己的影子 。
这本书中不仅有丰富的心理咨询案例，
还有相关的生物学、 市场营销学知识，
希望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
阅读， 并分享了自己对自控力方面的

收获……
乐于和大家分享阅读心得的杨轩

说： “非常感谢集团工会给员工营造
出了舒展个性、 释放自我的空间， 大
家都非常喜欢这个 ‘指尖上的工会’，
不但让每一位员工找到价值认同和自
我实现的平台， 还让我们切实感受到
了 ‘家文化’ 的温暖。”

91科技集团董事长许泽玮告诉记
者， 集团发展在哪里， 工会就建设在
哪里。 目前， 西安、 武汉、 上海乃至
美国波士顿的员工都享受到了来自工
会的关怀。 为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企
业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91科技集团
将继续用活动凝聚人心， 以关爱温暖
人心， 谋福利抓住人心， 付真情感染
人心， 引导职工 “听党话、 跟党走”，
为服务首都发展大局、 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