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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工会主席

点开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工会
主席石岩的微信， 一连串的群聊信息
映入记者眼帘， 有园区基层工会组织
群和团队活动群等上至全总、 市总和
区总， 下到园区工会和各基层工会的
各类微信群122个， 还有未来得及查看
的群消息好似小精灵在不停闪耀跳动。

“通过微信群传达消息， 可以更好
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利益和民主权利，
及时为职工答疑解惑， 微信群就像一
串珍珠 ， 把工会和企业串连在一起 ，
方便最新消息的传达与落实， 同时也
方便了企业间信息的沟通和共享。” 石
主席笑着对记者说。

虽然暑期托管班课程已结束一段
时间， 但是石主席群中的消息从未停
止过， 打开这个位于界面上方的群聊，
记者被里面朴实简短的话语所吸引 。
“石大姨好！”7月15日一早，背着小书包
的孩子们陆陆续续走进了由中关村科

技园区丰台园工会开办的暑期托管班，
亲热地和丰台园工会主席石岩阿姨打
着招呼。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工会在
今年暑期首次举办了托管班，开班通知
刚发送到微信群里，家长们积极踊跃地
进行报名。石岩说，暑期托管班以“职工
单位工会主办、 市区两级总工会支持、
托管机构承办”的方式运行，以国学艺
术为主题， 在辅导孩子们完成假期作
业之余 ， 还能让孩子收获国艺国学 、
国画书法方面的知识及技能。

课程中间发生了许多令人感动的
事情，例如，生病的孩子边走边哭，嘴里
嘟囔着我要上托管班， 不能被落下；一
些小朋友利用自己特长班课间休息的
一小时跑来上书法课；园区工会为暑期
过生日的小朋友办集体生日等等。

记者手指无意间触碰到一个消息，
是石主席微信里近期刚结束的园区基
层工会干部培训班的群聊， 学员们对

于课程设置和授课内容的讨论真是热
火朝天。 正阅读间， 手机震动， 一条
新信息推送到石主席的微信， 原来是
双创会的群里有人咨询今年的工作事
宜 。 “这个文件弄好了 ， 怎么报给
你？” “咱们有了双创群， 发到群里就
行， 我现在就拉你进群！” 这就是石岩
最近在忙的一件事———参加第四届国
际创新创业博览会， “以前是先开会
布置， 然后就是随着展会的临近， 一
次一次的开项目进展报告会， 既让参
展单位牵扯很大的精力， 又是低效率
的重复。 现在在活动拟定之初就成立
微信群， 在这个过程中的信息沟通都
依靠微信群来完成， 沟通更加便捷高

效。” 石岩兴奋地说。
据记者了解， 2019年12月20日至

22日石岩将第三次带队参加全国总工
会创新创业博览会。 园区共有5家双创
企业参与此次博览会， 主要涉及大数
据 、 互联网 、 轨道交通 、 文化创意 ，
呈现更加多元化的园区产业特色。

“随着微信群在工作中的广泛应
用， 我们既可以当好企业和政府之间
的桥梁， 又可以做好信息交流的纽带，
这一切都让我们更有能力也更有精力
为企业提供全面的服务！ 园区工会也
将通过微信群更好服务职工， 服务企
业， 真正做好职工最贴心的娘家人！”
石岩最后对记者说。

石岩

微信工作群
让工会工作更接地气了

□本报记者 博雅

富士康科技集团北京科技园工会主席

周义兵

“每天职工们都在忙什么工作 、
成效如何， 有哪些问题需要工会解决，
都在微信群里交流， 遇到突发情况也
能通过图片和文字， 甚至是小视频的
方式， 及时、 直观地反映， 使问题及
时得到有效解决。” 谈到微信工作群，
富士康科技集团北京科技园工会主席
周义兵深有感触。 他说， 现如今打开
微信看一看， 工作情况一目了然， 通
过微信工作群， 促进了工会工作的开
展， 工会工作也越来越接地气了。

富士康科技集团北京科技园现有
职工近2400人， 虽然只有4名专职工会
干部 ， 但工会工作却做得有声有色 。
近几年， 在微信工作群这个平台建立
后， 成效更是日益凸显。 周义兵介绍
说： “没有建立微信工作群时， 企业
有什么事都要通过开会、 电话、 邮件、
走访等方式进行沟通， 形式比较单调，
有些问题不说透又容易产生误会， 不
易解决。 自从建立了工作微信群以后，
有什么问题在群里吆喝一声， 大家就
会集思广益， 发表不同的意见， 听到
了不少好的建议建言， 对工会工作的
开展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有效促进
了问题的解决。”

比如， 富士康科技集团北京科技
园每年都由工会牵头组织在企业工作
15年的资深员工外出短期疗养。 去哪

里？ 怎么去？ 如何安排行程……这些
问题员工们却是有着不同的想法。 怎
么解决？ 在今年准备安排短期疗养前，
工会在这些资深员工微信群平台上发
布了相关通知， 结合今年工会工作主
题， 让大家提建议。 根据职工们的想
法， 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选择
了湖北恩施。 大家不仅游览了秀、 雄、
奇、 绝、 险的自然景观， 还收获了友
谊， 提升了企业凝聚力。

记者了解到， 富士康北京科技园
工会通过建立不同微信群， 听到了来
自各个方面的好建议。 员工们更是把
微信工作群当成沟通协调的 “会议
室 ”， 互学互看 、 互比互评的 “光荣
榜”。 比如， 领导不经意翘起的 “大拇
指”， 能激发下属的积极性、 主动性；
同事间偶尔发出个小幽默， 能为繁忙
的工作减减压， 让大家在你一言我一
语中拉近了距离。

作为全球五百强企业， 公司业务
遍及很多国家和地区， 员工经常出差
海外， 不便于联系。 而微信工作群就
不一样了， 不受空间限制， 即使远隔
千山万水 ， 一旦群里有了什么动静 ，
大家不仅能够及时看得到， 还能及时
交流、 协商、 群策群力地去解决问题，
甚至有时是抢救一个生命。

前不久， 富士康北京科技园的职

工微信群里突然发出一个救命信息 ，
引起了工会及相关主管的高度重视 。
原来是 ： 职工蔡先生腹部疼痛不止 ，
却坚信自己身体很好， 想忍一忍， 于
是一个人坐在宿舍区楼梯口， 同事发
现后， 立即将蔡先生送医院， 医院很
快诊断为胃穿孔， 需立即手术， 否则
有生命危险。 而蔡先生坚决不同意手
术， 他认为自己身体没问题， 养养就
好了， 也担心手术费的问题。 陪同蔡
先生就医的员工将上述情况及时在工
会微信工作群上报。 公司工会、 人资
等相关部门主管迅速通过微信商议对
策， 一方面通知家属立即来北京， 另
一方面部门安排人员陪护。 当时， 蔡
先生的部门主管在印度出差， 救治工
作都是通过微信进行决策的。 住院第
三天上午， 蔡先生从医院偷跑出来了，
幸好有公司的陪护人员发现， 刚上出
租车就被拦住， 蔡先生刚回到医院门
口， 蔡先生就发生了休克， 医院立即
对其进行抢救。 非常幸运的是， 一周
以后蔡先生苏醒了， 3周康复出院。 事
后 ， 他来到工会对周义兵感激地说 ：

“是工会和微信群帮我捡回了一条命。”
园区工会组织的 “家庭开放日 ”

一直很受职工和家属欢迎， 但因为活
动通知是通过邮件发送， 且名额有限，
往往是坐办公室的员工最先收到， 半
天时间名额就满了， 部分员工因为没
有电脑或出差在外有意见。 现在， 只
要工会组织活动， 在微信群里通知一
下， 并在微信群里报名接龙， 先到先
得 。 做到了公平 、 公正 ， 相互监督 ，
大家都没意见了， 员工非常认同这种
报名方法。

如今， 周义兵已经建有 “专职工
会干部群 ” “园区工会三委委员群 ”
“专兼职工会干部群 ” “工会小组长
群” “基层线组长群” 等15个工作群。
他说， 作为网络即时通讯工具， 微信
工作群已经从一种沟通手段发展成一
个相对公开、 透明、 开放、 共享的工
作平台， 有着独特的优势。 但管理员
一定要履行好职责 ， 做好沟通衔接 、
信息过滤、 氛围营造等工作， 只有这
样， 才能发挥平台作用， 不断促进各
项工作顺利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