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手机，让职工和“娘家人”彼此间靠得更近、贴得更紧。职工们说，有了它，
可以指尖触摸到“娘家”的温暖；工会工作者说，有了它，服务职工更精准、更有
情。——这是“智慧工会”建设所带来的共同感受。

哪里有职工的需求，哪里就有工会的服务。加强网上工会建设，是市总工会密切
联系职工的客观需求，也是转变工作方式的内在要求，更是工会深化改革的必然趋势。

从办事跑多次、到最多跑一次、再到一次也不用跑，实践证明，经过不断创新和
探索，“智慧工会”的互联网服务模式已经成为杭州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生动写
照。它在不断提升职工获得感、满意度的同时，实现了杭州市工会“职工在哪里，工
会组织的手臂就要延伸到哪里。”的服务承诺。

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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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智慧工会”——“最多跑一次”的服务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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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年 阔步新时代

记者 何去非

一张工会会员卡、一个智慧工会工作平台、一

个“杭工e家”APP、一个网上服务大厅、一个“杭州

工会”微信公众号和一套工会大数据系统——在

杭州，很多企事业单位工会会员有这样一套“标准

配置”。这套“六个一”的“标准配置”构建起了“网

上入会、网上服务、网上维权、网上办公、数据采

集、信息发布、交流互动、智能运用”等多种功能为

一体的网上“职工之家”。

“智慧工会”六大板块
网上服务样样齐全

“资料拍照上传就能申请保障，不需要再跑去

镇工会填表交表，真的是太方便了。”在临安天目

山镇工作的陈师傅需要申请工会会员意外伤害慰

问保障金，当得知可以通过手机APP办理时，陈师

傅连连为“智慧工会”系统点赞。

在职职工医疗互助、“春风行动”反哺救助、传

化·春风外来助困、工会会员意外伤害及家财损失保

障、重大疾病关爱慰问等多项补助均可在线办理；

“杭工e家”APP内置场馆预约、法律援助、杭工学堂、

学历教育、杭州工匠、微课堂、幸福牵手等70余项服

务项目也可以直接参与——动动手指、按需点击，一

部手机，一个“智慧工会”的APP，让职工和“娘家人”

工会之间实现了更加精准的对接服务。从2017年项

目启动至今，经过两年的不断完善，“智慧工会”搭

建起了一个网上服务的大平台，把工会服务又好又

快地送到全市职工面前，这种探索和创新也成为杭

州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的生动实践。

“智慧工会”的运行方便了杭城的职工，也让工

会工作人员受益匪浅。借助“智慧工会”管理平台，

市总工会多项工作均可在线处理，工会工作者不但

免去了奔波劳累之苦，也解决了纸质材料易丢失易

损毁的困扰。“平台的模块设计涵盖了工会工作的

方方面面，哪怕是一名新手，根据提示去操作也能很

快熟悉各项功能。比如‘法律服务包’、‘金秋助学’

这些工作都可以通过‘智慧工会’平台统一办理。对

我们基层工会工作者来说，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

率。”在江干区凯旋街道总工会工作的陈海凤自“智

慧工会”系统上线后就成了该系统的忠实“粉丝”。

截至今年6月，杭州“智慧工会”系统已实名录

入工会组织 19463 家，涵盖单位 31461 家，采集实

名制会员220万余人，“杭工e家”APP注册用户已

达83.5万人，总下载量在全国地方工会类APP中

居第四位，APP各类服务项目事项办结率和职工

满意率均达99.9%以上。

“实名制会员的大数据能让工会服务职工更

精准、更有效，‘智慧工会’也真正成为工会的‘最

强大脑’。”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比如在今年

的全市工会组建“百日攻坚”行动中，市总工会就运

用社保大数据和智慧工会平台比对的办法，梳理未

建会企业名单，让基层工会摸底核查更精准有效。

“杭工e家”APP
丰富的业余生活全靠“她”

平安返乡车票补贴、优惠乘地铁、公交地铁券

超值兑活动、低积分兑顺丰快递关爱卡、“工会送

福”活动、“五一津贴·致敬劳动者”活动、会员春游

普惠活动······

在“智慧工会”平台建设推广使用过程中，“杭

工e家”APP是最受职工欢迎的模块之一。

“APP 又送福利啦，可以领取地铁优惠券，大

家快来。”因为常常能刷到各种实惠的活动信息，

企业职工小王对“杭工e家”的各项福利如数家珍：

“每周我们都可以用APP免费领地铁优惠券，签到

攒的积分也可以兑换；夏天到了想游泳，在APP上

预约一下，方便快捷；想报名‘杭工学堂’活动也能

一键操作，这些福利真是赞！”

工会是职工的“娘家人”，“杭工e家”就成了

“娘家人”为职工谋福利的“利器”。在不断升级过

程中，“杭工e家”APP新增了“e家有惠”“工会商

城”“会员联盟”等全新板块，携手杭城知名品牌商

家、区县打造“互联网+”特色普惠服务品牌项目，

组织普惠优惠活动，为职工送上贴心服务。截至

2019年6月30日，通过“杭工e家”APP，全市职工

累计领取优惠券 2489761 份，累计金额 4979522

元；累计兑换地铁券 455149 份，金额 1046988 元；

累计兑换公交券184534份，金额323826元。

组织网络活动，联系职工感情，“智慧工会”更

是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成为维系职工的情感纽带。

去年母亲节前夕，杭州市总工会在“杭工e家”

APP推出了“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妈

妈的味道”主题活动，邀请广大职工在APP中晒图

分享自己最深刻、最感人的“妈妈的味道”。活动

进行的5天时间内，网络后台共收到了800多条晒

图留言，赢得参与者的一致好评。

此外，春节期间的“新春送五福”系列活动、

“五一”劳动节的“劳动最光荣”“最美在身旁”“咱

们工人有力量”活动等都深受职工们的欢迎。

另一方面，“杭工e家”APP也助力工会工作人

员更好地推动了工会工作，基层工会可以通过“杭

工e家”APP向本单位会员发送各类活动通知、把

各类政策精准推送到每个会员。

网上工会
把服务延伸到全国

利用网络无限拓展的时间和空间，杭州市总

工会还把“智慧工会”的触角延伸到全国，特别是

对口帮扶地区。

在“杭工e家”APP领一份优惠券，前往市职工

国际旅行社“山海联盟厅”，黔东南三穗鸭、恩施富

硒土豆、阿克苏小白杏、千岛湖土鸡蛋等对口帮扶

地区特色农副产品任您挑选！在给职工送福利的

同时，“智慧工会”平台积极参与到对口帮扶恩施、

黔东南以及杭衢两地“山海协作”中，借助“杭工e

家”APP普惠平台精准对接杭州市场，助力对口帮

扶地区经济发展与市场开拓，把杭州市总工会“智

慧工会”的影响力进一步向全国辐射。

“智慧工会”:多功能的网上“职工之家”

记者 何去非

“斟酒时应如何操作？服务员站在客人身旁右

侧，左手托盘向后自然打开，托盘不能触碰到顾客身

体，右手持瓶，酒标向客人，斟至八分满时，向右旋转

45°收口，然后擦干净瓶口。”“上菜、走菜的常用步法

如何运用？一般菜肴走常步；火候菜走快步；汤汁菜

肴走碎步；菜到桌前走垫步；遇到障碍走巧步……”这

些问题随便拿一个出来问张静，她不仅能对答如流，

更能示范出一套标准规范的动作。

把一份职业做到极致的状态是什么？张静的答

案是，哪怕是在最不起眼的餐饮服务行业，她也能靠

实力拿一个全国冠军回来！

张静是杭州饮食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知味观

总经理，也是第三届“杭州工匠”的候选人之一。从业

26年，她一步步从最基层的服务工作干起，一路成长

为餐饮企业的带头人。但是在企业管理人员的身份

之下，她更喜欢另外一种头衔——“杭州餐饮服务名

师”“杭州餐饮服务大师”“中国服务大师”。“这些荣誉

代表了我的业务水平。”张静笑着说。

2016年9月，第六届全国饭店业职业技能竞赛全

国总决赛在山东举行，张静和其他两位同行代表杭州

饮食服务系统出征。经过两天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

作知识的“鏖战”，张静把大赛餐饮服务员项目全国第

一的奖牌捧了回来。

服务员技能比什么？比的都是“实打实”的基本

功。比如，摆台比赛围绕婚宴、寿宴、年夜饭、商务宴、

民族特色宴、历史文化主题宴等宴会主题，自主选择、

自主设计进行参赛。现场操作的台面上要有主题设

计说明，讲解要突出主题，菜单设计要有标准、毛利

率、营养搭配、风味特点的说明。

“那段时间杭州正在召开G20峰会，我就设计了

一个关于杭州风景和城市风貌的主题来参赛。”张静

说。她特地选来浅绿色系的餐桌布和椅套，在餐桌中

间放上了象征断桥的玻璃栈桥模型衬托整体氛围；浅

粉色的鹅掌插花凸显着淡雅风情；每一个白瓷的餐具

中间水墨印记讲述了别样的江南韵味。摆台完成后，

张静用了5分钟的时间，把菜单上各道杭州名菜与历

史文化之间的关联娓娓道来……虽然是一场紧张的

职业技能大赛，但杭州的美与秀被张静用各种方式逐

一展现在各位评委老师面前。

“比赛之前，我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这些基本

功都是在工作中养成的。”张静说，从业以来，她对自

己工作的标准是：服务无小事，把服务过程中的小事

做到极致就是工作的最佳状态。

参赛的时候认真细致，工作的时候更是兢兢业业。

有一位知味观的老顾客到知味观的包厢里用餐时，偶尔

说到喜欢喝赤豆汤，但赤豆汤只在一楼小吃厅才卖，楼

上包厢内并不提供。张静趁着上菜的间隙悄悄去一楼

买来送进包厢。也是从那一天开始，只要这位老顾客前

来知味观就餐，餐桌上一定已经备好了一份赤豆汤。

“我总是和同事们说，只要顾客合理的要求，我们都

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做好。”2017年，张静成立了“杭州市

张静服务大师工作室”，组建起优质服务团队，通过传帮

带，将优质服务管理理念及技能传承和发扬下去。

与其他一些行业相比，餐饮服务质量的好坏与服务人

员对规范化操作的运用程度直接相关。为了给杭州餐饮

企业培养更多的服务型人才，张静在规范化操作技巧之

上又加入了更多主观、细致和个性化的服务作为实践教

案。比如，观察客人的忌口，分菜前先询问一下；掌握好

与客人对话的语气语调，尤其是当客人提出的需求一时

无法满足时要及时提出备选内容不让客人尴尬；要记住

老顾客的口味习惯主动安排；要掌握国内不同区域的口

味特点，适时向外地客人推荐菜肴；迎客走在前，送客走

在后，客过要让路，同行不抢道，不要在客人中间穿行……

“餐饮服务都是很细小很琐碎的事情，但是每一

件小事情都与客人满意度密切相关。我所理解的匠

心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把服务做好，才能让天南地北

的客人为我们餐饮服务行业点赞，为杭州点赞！”张静

这样描述自己理解的匠心。

新时代，“工匠精神”不再局限于传统意
义，它更代表着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协作共
进、追求卓越的时代气息；它不仅是职业技
能，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品质。匠心筑
梦，实干兴邦，将工匠精神落实到每一个
行业、将工匠精神落实到每一个工作的
细节，这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召唤。

张静：我用一颗匠心 赢来全国冠军
下城区总工会

开展“926工匠日”系列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蒋礼刚）为庆祝全国首个“926 工

匠日”，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广泛宣

传“下城工匠”的先进事迹，下城区总工会在“下城工会”

微信公众号开展以“初心在方寸，咫尺在匠心”主题的“下

城工匠”事迹连载及“926工匠日”知识答题活动。本次

活动从9月2日开始，至9月26日结束，每天推送一名“下

城工匠”的事迹微视频，并开展“926工匠日”相关知识问

答。为提高活动的宣传力度和职工的参与热情，下城区

总工会将每天抽取25名答题者给予10元的话费奖励。

下一步，下城区总工会将开展劳模、工匠事迹宣讲，

劳模、工匠参访等“926工匠日”系列活动，在全区、全社

会积极宣传“工匠日”、倡导“工匠心”。

余杭区总工会
召开工会工作交流研讨会

本报讯（通讯员 唐恺炅）9月5日下午，余杭区总工

会在良渚梦栖小镇召开镇局工会工作交流研讨会，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杜坚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区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梁松英主持会议，区总工会

中层以上干部、各镇局工会主席、区总工会派驻镇街（平

台）专职工会工作者等100余人参加，就如何做好建功立

业工作进行探讨。

良渚遗址管理区工会、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未来科技城（海创园）总工会、塘栖镇总工会、南方中金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工会等5家单位，结合各自实际，围绕建

功立业这一主题，以ppt的形式作了典型发言。特别是

开发区总工会提出的“双十双百双千双万”活动，有亮点，

有成效，有影响，值得大家学习借鉴。

杜坚强充分肯定了 5 家单位的工作经验和日常做

法，并提出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进一步发挥优势，进一步

提升质效，进一步营造声势，努力做好建功立业工作。

拱墅区总工会
消费扶贫助力扶贫攻坚

本报讯（通讯员 裘燕云）9月1日，两辆满载着百香

果的货车，从黔东南州黄平县开往拱墅。在拱墅区总工

会的倡议下，拱墅区各级工会组织积极响应，共计10020

份，金额达115万余元的对口帮扶地区的农特优产品将

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送到拱墅区职工手中。

为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切实助力对口帮扶地区

的扶贫协作，前期区总工会与拱墅东西部扶贫地区来凤

县和黄平县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将两地最有特色的农特

优产品，如富硒皮蛋、百香果、梨、藤茶等，作为推荐产品，

同时，拱墅区总工会领导班子实地走访了拱墅“凤凰出

山”名特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就采购对口帮扶地区农

特优产品的流程进行了沟通和协调，确保职工们可以放

心采购。为了让更多的工会组织参与进来，助力消费扶

贫，该区总工会积极宣传发动，通过下发通知的形式，倡

议全区各级工会组织通过中秋发放福利的契机，拿出中

秋工会福利经费的一半金额采购对口帮扶地区的农特优

产品。

自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开展以来，拱墅区总工会把

扶贫协作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贯穿于工会工作全

过程。通过购买对口帮扶地区的农特优产品，倡导职工

通过疗休养，为对口帮扶地区工会干部开展培训，帮助来

凤县建立职工活动中心、职工子女托管中心等形式实现

精准扶贫。

建德市总工会
举办女职工文化沙龙体验课

本报讯（通讯员 曾小琴）9月6日下午，由建德市总

工会主办的“新时代新女性”主题女职工文化沙龙体验课

在市总工会二楼培训室如期举办，建德市女职委主任金

怡、来自各单位的30多名女职工参加了本次活动，文化

宫主任程德利主持活动。

活动伊始，程德利发表了简短而热情洋溢的致辞，随

后，高级化妆师栎米老师以妆容造型、服装搭配为侧重

点，通过讲解、示范和互动体验，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神秘

的美妆世界，用丰富的专业知识让学员们与“美丽”亲密

接触，并且用专业、时尚的眼光将服装与妆容、色彩、个人

形象紧密联系，让参与活动的学员们能快速掌握服装搭

配之道。

此次活动，是建德市总工会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更好关心关爱、动员激励女职工以“自尊、自

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拥抱新时代、拥岗立新功，结

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的具体举措之一，是今年以来举办

的第十一期文化沙龙课，往期还包括瑜伽、插花、烘焙、咖

啡体验课等，内容丰富、报名火热，旨在倡导健康轻松的

生活方式，增进女职工们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活动结束

后，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

桐庐县总工会
开展劳模体检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雷枭）为弘扬劳模工匠精神，进一

步关心关爱劳模，激发劳模工作的积极性，发挥劳模示

范引领作用，桐庐县总工会组织开展 2019 年劳模体检

工作。

据悉，此次活动面向各级劳模（先进），省、市优秀共

产党员，市、县工匠，市、县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分三批

进行免费体检。对于百江、分水、瑶琳等路途较远，年龄

偏大的劳模，桐庐县总工会安排了车辆统一接送。

本次体检活动的开展，是工会为劳模做实事、办好

事的具体行动，不仅能够让劳模及时掌握身体状况，为

桐庐经济建设的高质量人才健康保驾护航，同时也进

一步促进全社会形成尊重劳模、关心劳模、爱护劳模的

浓厚氛围。

开栏语

点赞 新时代劳模与工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