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全天候
=神器

“像一张大网， 将职工会员一网打尽，
服务可以做到全员普惠”；

“像一串珍珠， 将职工与企业紧紧连结
在一起， 大家亲密如一家人”；

“像一台神器， 高效， 快捷， 及时， 可
以24小时、 全天候互动， 职工的心里话可以
随时捕捉到”；

“像一个小太阳， 将职工们聚拢在工会
的身边， 同时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

......
说到微信群对工会工作的助力， 工会主

席们纷纷发出这样的赞叹。
如何让工会服务和联系职工更加直接、

更加有效？ 工会主席出面建微信群是一个不
可多得的好招数。

午报记者近日采访了6位身为微信达人
的工会主席， 当面打开了他们的微信群， 一
起来听听这些 “群主” “微友”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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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阎义 文/摄

陈洪祥
西城区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

“2016年， 我们建立工会微信群之前， 没有
认识到微信群的方便性和重要性。 自从2016年建
立了第一个德胜总工会微信群后， 我们已经发展
到现在的7个微信群， 群友来自不同单位、 不同
行业和不同地区， 涉及到工会工作的各个方面。
7个微信群全方位、 全天候地服务基层工会和职
工。” 近日， 记者采访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
祥时， 他对记者说。

记者说明来意， 陈洪祥打开手机微信， 不断
刷屏， 让记者看各个微信群。 刷到德胜工会财务
群时， 他说： “这是目前工会群里最大的群， 有
347人， 也是最忙碌的群。” 陈洪祥向记者讲述了
一件发生在财务群的一段艰难曲折的事情。 有一
家非公企业工会的财务人员， 由于接手财务工作
时间不长， 对财务业务不太熟练， 在上缴工会经
费时多上缴了几十万元。 此时， 上缴的经费已经
按照规定分解到上级有关单位。 怎样才能追回多
缴的经费呢？ 她将这个情况发到财务群， 求助群
里的朋友。 群里的朋友给她出谋划策。 陈洪祥也
想办法帮助找有关部门 。 在上级有关单位的理
解、 协助下， 在群里朋友的帮助下， 在陈洪祥的
疏通下， 终于追回了多缴的经费， 挽回了损失。
陈洪祥对记者说： “按照过去的办事方法， 这位
职工不知要走多少路 ， 费多少口舌 ， 费多少时
间。 但是， 有了微信群之后， 省去了跑路、 时间
和口舌。 微信群发挥了便捷， 快速的作用。”

当陈洪祥刷到德胜联谊群时， 他对记者说：
“这是一个单身群， 有320人。 我们每年至少要举

办三次交友活动。 每次活动时， 都会把通知发到
各个工会微信群。 单身职工都非常踊跃。 我们不
得不采取限人措施， 或者限制年龄， 年龄太大的
单身职工只能婉言谢绝。 交友成功之后， 我们还
特意建立了一个交友成功群。” 陈洪祥刷到交友成
功群， 指着一对夫妻说： “这一对就是在交友时
牵手成功的。 我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工会给了
他们礼金。 我当了他们的证婚人。” 陈洪祥让记者
看了他宣读结婚证书的照片。

陈洪祥手指停留在职工之家群。 他说： “这
个群只成立了两个多月， 但发挥出不小的能量。”
过去， 街道总工会在建立职工之家时是采取一对
一的方式， 对职工之家的布置没有统一的部署。
各单位职工之家采取各自为战的做法， 水平参差
不齐。 陈洪祥说： “建立职工之家群后， 我们在
线下布置怎样建立职工之家； 在微信群里， 各单
位还晒自家的职工之家建设的情况， 供群里的朋
友提建议， 集思广益， 取长补短， 交流经验。 现
在， 各单位的职工之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做到
了整齐划一， 干净利落。” 他刷到了一组照片说：
“这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的职工之家。 现在他
们的职工之家的布置错落有致， 很有他们单位的
特色。”

“没有微信群之前， 我们的工作就局限在8小
时之内， 有微信群之后， 我们可以24小时为基层
工会答疑解惑， 为他们和职工服务。 德胜街道总
工会的微信群已经从综合性发展到精细化， 专业
化。” 陈洪祥自豪地对记者说。

苟光茂
丰台卢沟桥地区总工会主席

“微信群的建立， 在工作中大大提升了信息
共享的快速性、 时效性、 高效性， 无论是会议、
还是活动方案、 活动通知， 只要审定后， 通过微
信群发送出去， 所有群内人员就会很快捷接收到
信息， 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丰台卢沟桥地区
总工会主席苟光茂对记者说。

苟主席手机里有不少微信群， 苟光茂笑着对
记者介绍： “每个群都有各自的范畴， 都是相对
不同的工作群。” 其中， “丰台区总工会的微·效·
工学苑群” 主要是丰台区总工会与基层街乡镇、
委办局工会主席安排部署工作、 日常工作沟通交
流、 工作成效展示时使用， “地区基层工会主席
群” “非公企业工会主席群” 和 “基层工会干部
群” 主要是与基层工会主席安排部署工作、 日常
工作沟通交流、 上级工会活动信息推介展示、 工
会新出台法规政策推介使用。

苟光茂说： “微信群在我们平时的工作中发
挥了很大的作用！” 他以卢沟桥地区总工会工会主
席群、 非公企业工会主席群进行了举例。 十一假
期后， 苟主席先后在群里发布了2019年职工志愿
服务队伍工作的提醒通知、 兄弟单位举办活动的
信息、 发布了 《卢沟桥地区第三届 “万丰晓月杯”
职工烹饪技能大赛》 活动方案、 通知、 邀请函以
及基层工会主席发布本单位组织的学习活动、 运
动会、 专家进社区讲座等若干活动的信息， 内容

十分丰富。
据记者了解， 卢沟桥地区总工会还举办了第

三届 “万丰晓月杯” 职工烹饪技能大赛。 苟光茂
通过微信群在月初就发布活动方案、 活动通知及
相关附件、 活动注意事项。 工会办公室通过该微
信群收集参赛选手资料， 决赛活动完成后并第一
时间进行信息活动发布， 对各大媒体的报道信息
进行了转发等，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微信
群发布相关信息， 可以使烹饪大赛第一时间高效
快捷安排部署并落实下去， 圆满完成后又能及时
得到推介宣传， 真的非常棒！” 苟光茂笑着对记者
说。 今年9月27日， 卢沟桥乡举办地区职工拓展培
训活动， 苟光茂又通过微信群及时进行了各类信
息的发布。

为了更高效发挥微信群的作用， 苟主席从年
初就要求属地基层各级工会主席自上而下按层级
建立工会组织及工会干部、 工会干部与职工联系
的微信群， “现在通过微信网络群这张大网已把
属地职工群众纳入到所属工会建立的微信群中，
这样职工能第一时间了解到工会的相关政策和活
动。 从而更好的引导职工、 服务职工， 切实提升
职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苟光茂感慨地说。

高效+快捷+温暖
=小太阳
□本报记者 余翠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