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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交通运输系统工会管理信息系统 

第1章、 项目动因 

河北省交通运输系统工会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称“工会系统”）

主要用于统计其下属工会工作情况数据，并进行统筹规划、统计管理、

综合分析，为开展全系统工会理论依据。 

河北省交通运输工会对所属工会工作情况报告进行统计管理，面

临着工会体系庞大、数据分散、工作量大等问题。为了方便管理，准

确掌握所属工会工作情况，河北省交通运输工会决定开发工会系统。 

目前河北省交通运输工会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１、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工会工作情况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为日

常的办公带来许多的不便。 

２、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统计系统，查看、统计上报的数据太过

于分散加大了工作量，不便于加强对全系统工会工作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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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系统介绍 

工会系统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对全系统工会工作情况数据进行网

上填报、统计、归档，使填报的数据简洁、统一，方便上级对下级工

作进行指导。开发工会系统的目的在于，建立门户网站，实现省交通

运输工会、市交通运输工会、各运输集团（公司）工会、厅直单位工

会平台的数据统计、统一管理、统筹规划，使数据更简洁、齐整，方

便查阅。 

工会系统是用于统计管理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工会、各运输集团

公司工会、厅直属各单位工会；实现自动统计、管理一体化管理。 

工会系统主要用于各区市交通运输工会、各运输集团公司工会、

厅直属各单位工会的工作情况的数据统计，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

分：工会组织建设、劳动竞赛、劳模、职工队伍素质、劳动关系、劳

动保护保障、女职工工作、文化工作、体育工作、法律工作、救助扶

贫管理。系统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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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系统桌面 

我的桌面中有：待办事宜、万年历、通知公告、政策法

规。 

 

2.2 组织建设 

对工会组织建设管理进行统计，其中包括工会组织建设基本情

况、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会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会）、先进个人

情况、优秀（先进）五型班组情况，工会信息刊登情况等。 

2.2.1 组织建设管理 

工会组织建设情况：本单位和下属单位工会组织建设详细信息

（工会委员会基本情况、工会组织建设基本情况、工会干部教育培训、

工会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会）、先进个人情况、职工之家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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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先进）五型班组情况，工会信息刊登情况）；填报单位可以查

看和维护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工会组织建设数据。 

工会组织建设情况统计：基础数据填报之后，一级单位与二级单

位可以按工会组织建设情况进行统计，提供输出报表并打印；一级单

位统计的数据为全部工会组织建设情况基础数据，而二级单位统计的

本单位和下属单位的工会组织基础建设情况数据。 

 

2.2.2 工会干部教育培训 

是对来信人基本信息、反映主要内容和办理情况等信息的登记。

它主要是完成来信人信息的管理、查询、规范的表格处理等功能，其

中处理方式划分为：上报、交办、转送，同时也完成上下级信访信息

数据之间的共享与交办（即上级单位向下级单位数据的交办）、而下

级单位对该事项处理完毕之后，也可以通过网上反馈至上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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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先进个人管理 

本单位及下属单位根据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先进集体（先进

工会）、先进个人[优秀工会工作者（先进工会工作者）、优秀工会积

极分子）、支持工会工作的政党领导（优秀工会之友）情况统计。  

本单位及下属单位对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模范职工之

（小）家、先进职工之（小）家、合格职工之（小）家情况统计。

 

2.2.4 优秀班组管理 

本单位及下属单位对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优秀（先进）

五型班组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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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信息刊登 

本单位及下属单位刊登中央有关媒体、省级有关媒体及河北工人

报、河北交通报和厅《政务信息》、省交通运输工会《情况交流》等

信息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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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劳动保护保障管理 

劳动保护保障管理包括：职工安全健康培训、“安康杯“参赛、

合理化建议、“安康杯”获奖统计。 

2.3.1 “安康杯”管理 

“安康杯”竞赛参赛：由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管理员对参赛的详细

信息（包括：参赛班数填写；参赛时间、参赛员工、本次安康杯的具

体内容、组织单位及人员等；参赛组属于那个班，它由系统自动生成）

进行填报；填报单位可以查看和维护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安康杯”

数据信息。 

合理化建议：本单位和下属单位需要填报合理化建议的详细信息

（包括：建议信息、时间、是否被采纳，已采纳并创造经济价值多少

万元等）进行填报；填报单位可以查看和维护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数

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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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职工安全健康培训 

以年为单位对组织的职工安全健康培训教育的期数，培训人数，

普及率进行上报统计。主要功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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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教育：本单位和下属单位对已组织的职工安全健康培训教育

的详细信息（包括：培训时间，培训内容等）进行填报，系统可根据

培训时间自动生成教育期数；填报单位可以查看和维护本单位和下属

单位的培训教育数据信息。 

培训教育统计：基础数据填报之后，一级单位与二级单位可以按

培训的日期或期数进行分别统计，提供输出报表并打印；一级单位统

计的数据为培训教育的全部数据，而二级单位统计的本单位和下属单

位的培训教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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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劳动竞赛管理 

劳动竞赛需要统计的有领导机关、高速公路、道路养护、公路养

护、路政执法、地方铁路、港航、出租车与城市公交等 8 个系统的创

先争优劳动竞赛数据；高速公路、地方铁路、港口重点项目建设劳动

竞赛数据统计。  

2.4.1 创先争优劳动竞赛 

劳动竞赛：本单位和下属单位对劳动竞赛的对详细信息（包括：

申报单位、竞赛名称、参赛职工、参赛时间等）进行填报；填报单位

可以查看和维护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劳动竞赛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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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重点项目建设劳动竞赛 

重点项目建设劳动竞赛：本单位和下属单位对劳动竞赛的对详细

信息（包括：参赛单位、参赛名称、参赛职工、参赛时间等）进行填

报；填报单位可以查看和维护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竞赛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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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劳模管理 

本模块主要统计事项，劳模集体奖项有：先进集体、五一劳动奖

状、工人先锋号；个人奖项有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

获奖数据统计。  

2.5.1 集体奖项 

集体奖项：对本单位和下属单位所获得的集体奖项进行登记，详

细信息包括：单位名称、获奖时间、获奖名称（先进集体、五一劳动

奖状、工人先锋号）等；填报单位可以查看和维护本单位及下属单位

的集体奖项数据信息。  

 

2.5.2 个人奖项 

个人奖项：对本单位和下属单位的员工所获得的个人奖项进行登

记，详细信息包括：获奖人员、获奖时间、获奖名称（劳动模范、先

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等；填报单位可以查看和维护本单位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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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单位的个人奖项数据信息。 

 

 

2.6 职工队伍素质管理 

本模块主要实现：交通职业技术培训机构、交通远程教育教学点、

交通电视中专学校统计；参加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技术比赛职工信

息，获得“金牌工人”和“能工巧匠”职工统计；参加继续教育职工，

“职工创新工作室”信息，职工创新成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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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交通职业培训机构 

培训机构、远程教育、交通电视中专学校、技工学校：对本单位

和下属单位需要对培训机构的详细信息进行填报；填报单位可以查看

和维护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远程教育数据信息。 

 

2.6.2 软技能信息管理 

用户需要填报各项详细信息进行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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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劳动关系管理 

劳动关系主要统计的内容包括：企事业、职工信息，企事业与职

工签订的合同信息，职代会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劳动关系中企事业是由上级单位登记，登记详细信息与工会组织

的基本信息相同；企事业的基本信息和职工信息是由所属单位和上级

单位来维护。  

2.7.1 劳动关系 

企事业相关信息登记：对本单位及下属单位企事业和人员的基本

信息的填报，其中有企事业性质（国有集体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

私营企业、事业）、是否建职代会制度、是否建设厂务（政务）公开

制度、是否签订集体合同、是否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否签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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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等，该员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是巾帼标兵；

填报单位可以查看和维护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成果数据信息。 

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劳动情况登记：包含创建活动领导机构，活动

开展情况，职工参与情况,AAA 级和谐企业基本情况，取得成绩获奖

情况，审批机关等数据信息。 

群众工作室基本情况登记：名称建主情况，办公电话，办公地点，

工作制度，人员构成：主任，副主任，工作人员姓名职位等信息，工

作开展情况，化解矛盾，解决群众劳动争议案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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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女职工工作管理 

本模块主要包含：女职工单位比例统计、女职工委员、巾帼标兵

岗、巾帼标兵、签定专项集体合同、建功立业工程、劳动保护、法律

服务、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等。 

在以上模块中对企事业及职工的基本情况由本单位和下属单位

已经输入系统，所以本模块不再需要输入企事业及职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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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文化工作管理 

本模块主要统计：文化设施建设，文学作品征文大赛、获奖情况，

文化工作推广，文化工作获奖情况，职工文化文化骨干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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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文化设施建设 

文化设施建设填报：本单位和下属单位对已有文化设施的建设信

息（包括文化设施类型（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排球场、

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健身房、卡拉 ok 厅、图书室、荣誉室、群众

工作室、其他等），建设时间等）进行填报，填报单位可以查看和维

护本单位和下属单位的文化设施建设信息。  

 

2.9.2 文学作品征文大奖赛 

文学作品征文大赛获奖：本单位和下属单位对“文化作品征文大

赛”参赛已获奖的进行填报，获奖的详细信息包括文学作品名称、获

奖时间、作者、获奖情况（全国、省部级、市厅级）进行填报；填报

单位可以查看和维护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 “文化作品征文大赛”获

奖数据信息。  

21 



河北省交通运输系统工会管理信息系统 

 

2.9.3 文化工作推广 

文化工作推广：本单位和下属单位对文化推广的内容、时间和等

级（包括：全国、省部级、市厅级）等详细信息进行填报，填报单位

可以查看和维护本单位和下属单位的文化工作推广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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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文化工作获奖情况 

文化建设先进单位：本单位和下属单位对文化建设先进单位获奖

的级别（包括：全国、省部级、市厅级）和获奖时间等详细信息进行

填报；填报单位可以查看和维护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文化建设先进单

位数据信息。  

职工文化优秀示范团队：本单位和下属单位对职工文化优秀示范

团队的参赛项目（包括：美术、书法、摄影、戏曲、歌咏、曲艺、舞

蹈大赛等）、参赛时间、参赛职工信息和获奖等级（包括：全国、省

部级、市厅级及奖项）（含组织奖、一二三等奖、优秀奖）等详细信

息进行填报；填报单位可以查看和维护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职工文化

优秀示范团队数据。  

 

2.9.5 职工文化优秀骨干 

职工文化优秀骨干：本单位和下属单位对职工文化优秀骨干的职

工信息、时间和级别（包括：全国、省部级、市厅级）的信息进行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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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填报单位可以查看和维护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职工文化优秀骨干

的数据信息。  

 

2.10 体育工作管理 

体育工作模块主要包含：体育先进集体，体育比赛获奖情况。 

2.10.1 体育先进集体 

体育先进集体填报：本单位和下属单位对体育工作先进集体的职

工信息、年份和等级（包括：全国、省部级、市厅级）进行填报；填

报单位可以查看和维护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体育工作先进集体的数

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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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工会法律工作 

本模块主要包含：工会法人登记基本信息，工会法律工作人员基

本信息，企事业单位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基本信息，工会法律知识培训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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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救助帮扶管理 

本模块以年为单位统计各个救助帮扶项目金额及人数统计，包

括：送温暖工程基（资）金，困难职工统计、“一日捐”活动统计，

救助职工统计，金秋助学统计，领导干部联系困难职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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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案例点评 

该系统开发设计技术先进，功能齐全，运行稳定，具有

良好的可扩展性，通用性强，操作简便实用，整体技术处于

全国交通信访系统的前列，起到了领先和带头示范作用，是

一个创新。该系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用

前景十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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