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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职工之家成为

小伙伴的乐园
□本报记者 张晶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北斗星通公司工会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贴心关怀让员工有归属感

“作为一家总资产超66亿元， 拥
有4500名员工的国际化产业集团， 北
斗星通从董事长到中高层管理都十分
重视员工的权利保障。” 北京北斗星通
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李学
宾说， 在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他
们于2015年建起了占地逾700平方米的
职工之家， 如今， 职工之家已经成为
了工会活动主阵地， 员工能在这里参
与劳动技能提升培训， 开展文体活动，
借阅各类书籍等， 切实为员工创造了
良好的工作、 生活环境。

记者了解到， 北斗星通公司成立
于2000年， 因北斗而生， 伴北斗而长，
是我国卫星导航产业首家上市公司 。
公司以推动北斗产业化应用、 助力导
航产业发展为己任， 为全球用户提供
卓越的产品、 解决方案及服务。

李学宾告诉记者， 他们的董事长
周儒欣非常推崇 “乐业发展” 的理念，
认为如果公司的绝大多数员工都觉得
自己所做的工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
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并乐意为公司
作贡献 ， 那么这个公司就成功了 。
“乐业发展和职工之家的理念不谋而
合， 职工之家建成后， 可以通过组织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营造良好的文
化氛围， 把员工吸引到职工之家中来，

让大家参与到职工之家的建设中， 并
切实感受到职工之家给大家提供的服
务和帮助。” 李学宾说， 当工会提出建
设职工之家的计划时， 很快便得到了
公司的回应。

虽然有领导支持， 但是在职工之
家的建设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首先就是选择场地。 李学宾说， 想要
在一栋成熟运作的公司大楼中划出一
块面积不小的工会阵地， 并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 它需要协调多个部门， 并
要做很多调整。 经过不懈努力， 最终
职工之家的场地确定了下来， 而且面
积还不小， 达709平方米， 包括职工书
屋 、 多功能厅 、 台球室 、 乒乓球室 、
母婴室等多个模块。

现在， 职工之家的职工书屋中藏

有各类图书 5000余册 ， 包括历史类
、 人文类、 科普类、 生活类、 专业技
术类等， 职工书屋实行24小时自助式
借阅 ， 员工刷卡即可进出书屋 ， 借
阅书籍。 乒乓球室中有两张乒乓球
台 、 两张台球 桌 ， 员工可在业余时
间进行娱乐放松 。 职工之家还设有
24小时自助式咖啡机， 供员工随时品
用。

“职工之家建成后， 我们充分利
用这个平台的资源优势， 开展了 ‘乐
业杯’ 乒乓球比赛、 台球比赛、 员工
生日会、 职业技能培训、 花卉养殖比
赛等一系列活动， 每年进入职工之家
的员工达数千人次， 活动的参与度极
高。” 李学宾介绍道。

为了保持职工之家的高使用率 ，

公司工会还在不断增加职工之家的功
能。 去年8月， 公司瑜伽俱乐部成立，
每周二下午， 工会邀请了知名瑜伽老
师在职工之家多功能厅上课， 这项活
动吸引了公司各个部门以及子公司 、
事业部的多名员工参加。 一名女员工
表示， 瑜伽俱乐部的活动不仅帮大家
塑造了良好的身形， 还加强了各部门
间的沟通交流。

北斗星通职工之家不仅获得了员
工的称赞 ， 很多访问团在参观之后 ，
也对这里给予了很高评价。 李学宾说，
仅2018年， 他们就先后接待了台湾工
会青年学习团、 香港工会系统访问团、
潍坊区工会系统访问团等十余个团体，
大家都对公司职工之家软件、 硬件建
设情况赞不绝口。

“上个月我们的集体生日会办得
非常好， 从下午4点开始， 一直持续到
晚上， 我们聚在休息区吃自助餐、 各
种热聊， 有100多人参加， 可热闹了！”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李女士笑着对记者说。

李女士口里的 “集体生日会” 是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每个月都会组织的活动， “顾名思义，
集体生日会就是把当月过生日的员工
集中到一起， 热热闹闹过生日； 我们
除了每月给员工过生日， 还会根据员
工的入职时间， 进行司龄庆———即员
工服务企业的年限， 因为不同员工入
职时间不同， 所以每个人的司龄庆日
期也是不同的， 我们每月就把集体生
日会和司龄庆合起来组织一场大聚会，
让大家可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轻松
休闲的时刻！”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
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陈芳告诉记者。

如今， 中文在线的同事们已经在
统计一月份要过集体生日和司龄庆的
员工了。 马上春节就来临了， 这1月份
的集体生日会， 陈芳计划办得更热闹
一些。

“我们每次组织活动都在公司专
门的职工休息区举办， 公司的职工休
息区设立于两年前， 有200多平米。 除
了配有桌椅、 按摩椅、 微波炉、 冰箱

等设施， 还配备了酸奶、 零食架等小
物品， 中午带饭的职工可以来这里热
饭、 吃饭， 工作累了的职工也可以来
按摩椅上放松片刻 ， 下午或者傍晚 ，
还有职工在休息区谈工作！” 说到举办
集体生日会所在的 “职工休息区”， 陈
芳一脸自豪。

而这样的 “职工休息区”， 中文在
线数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设立了两个，
加起来300多平方米， 这里已经成为了
职工休闲放松的 “乐园”。

“公司的母婴室建得特别好， 让
我们这些刚做妈妈的员工感觉很温
馨！”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的王女士感慨地对记者说。 中文在线
数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以30余岁的年
轻员工为主， 这里面就有不少的年轻
妈妈， 为了给她们提供更便利的服务，

公司工会专门建立了母婴室， 里面还
配备了桌椅、 冰箱、 消毒纸巾、 纸杯
等物品，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平时员工长时间伏案工作， 肩颈、
腰部都容易产生问题， 加上北京的寒
冬， 流感多发， 为了让员工能更健康，
从2018年11月份起， 中文在线数字出
版集团有限公司和东城区一家中医院
达成了合作协议， 在公司微信上设置
了线上医务室， 所有公司员工都可以
进行线上预约、 问诊。

“除了线上预约、 问诊， 我们还
专门把东城区这家中医院的医生请到
公司来， 给公司员工讲养生保健的知
识， 并进行线下的义诊等， 这些活动
员工参与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陈芳对
记者说。

陈芳说， 在生活上关心员工， 为

员工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是希望员
工可以感受到工会大家庭的温暖， 对
公司形成依赖感和归属感， 从而以更
积极的状态投身到工作中。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所在的办公区顶层有一片楼台， 为了
让员工能够在休闲娱乐之余， 锻炼锻
炼身体， 除了放置桌椅外， 还放置了
乒乓球台子， 爱打球的员工中午或傍
晚都会过来打会儿球， 不爱打球的员
工 ， 则在闲暇之余在露台坐着闲聊 、
享受美好时光。

“我们公司还组织了很多文体活
动， 像跑步啊， 足球比赛啊， 员工参
与的积极性都特别高， 如今公司就像
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大家可以在
这里心情愉悦地工作、 生活， 使员工
更有归属感！” 陈芳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