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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职工（农民工）
网上申请入会转会工作的实施方案

各县（市、区）总工会，宜昌高新区总工会，市直各产业（行业）、

企业工会，市直机关工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总办公厅《关于支持配合全总改革试点工

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推进职工（农民工）网上申请入会转会

工作，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总体思路

（一）基本原则。

1、问题导向，创新服务。以解决职工（农民工）特别是灵

活就业人员入会难、会员关系转接流于形式等问题为核心，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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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推进网上入会转会工作，增强工会服务

的主动性、精准性、便捷性。

2、以人为本，优化流程。充分利用市总工会“互联网+” 职

工服务平台系统，优化入会流程，畅通转会渠道，实现入会转会

工作一站式、扁平化、全天候，让信息多跑路，职工少跑腿（具

体流程见附件）。

3、条块结合，上下联动。充分调动企业、村（社区）等不

同类型基层工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对县（市、区）总工会

的业务指导和政策支持，促进各层级工会组织的协调配合和业务

联动。

4、试点先行，加快推广。充分结合新开发的网上入会转会

工作模块以及不同区域的“互联网+”职工服务体系建设基础，

选择条件成熟的区域和领域先行先试，完善标准流程和运行机

制，分阶段分步骤实施。

（二）工作目标。

依托宜昌工会职工服务平台系统，通过“两终端一平台一张

网”，实现职工（农民工）网上入会和会籍组织关系网上转接，

使入会渠道更为畅通，会籍管理更加规范，服务更加贴近职工群

众。

1、“两终端”申请。通过宜昌市总工会职工服务网（以下

简称“职工服务网”）和“宜昌工人”微信公众号（以下简称“宜

昌工人”）“两终端”，以职工身份证号作为唯一标识，进行在

线申请，实现网上入会和会籍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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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平台”受理。构建“线上受理、后台分派、扁平联

动”工作机制，入会转会申请及时同步宜昌市“互联网+”职工

服务平台系统（以下简称“职工服务平台”）进行分派处理，实

现入会转会诉求“一平台”受理。

3、“一张网”办结。依托职工服务网，搭建基层工会主席

工会工作平台，实现基层工会主席处置入会申请的“一张网”办

结，确保 3个工作日内完成职工（农民工）入会和会籍关系转接，

大幅度提高服务职工的便捷性。

二、主要任务

（一）“两终端”申请，畅通入会转会渠道。全市所有职工、

会员可以通过电脑登录职工服务网和手机关注“宜昌工人”，以

个人身份证号作为唯一标识，点击“入会转会”模块，进行在线

申请。

1、职工服务网。申请人通过职工用户端口登录职工服务网

http://yczgh.yichang.gov.cn:8088/,实名制注册后，点击主界

面中的“职工服务”栏目里的“入会转会”模块，系统比对，提

交申请。

2、“宜昌工人”。申请人通过手机关注“宜昌工人”，绑

定后，点击“微服务”界面里的“服务大厅”栏目里的“入会转

会”模块，自主选择，提交申请。

（二）“一平台”受理，优化入会转会流程。申请人提交的

入会转会诉求会及同步到职工服务平台，由市总工会管理员进行

任务分派，县（市、区）总工会管理员进行信息校核，确保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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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内完成任务受理。一是诉求查询。各级平台管理员每日定

期登录，查询和了解入会转会信息办结情况，并适时跟进督办。

二是业务分派。市总工会平台管理员根据身份证号、所在单位、

所属地域等情况，按照“属地管理、各负其责”的要求进行任务

分派，并短信提醒告知。三是信息校核。县（市、区）总工会和

市直企业工会委员会管理员，接受任务短信提醒后，及时登录职

工服务平台，进行单位和组织信息校核处置，确保申请人诉求能

及时传送至职工服务网。

（三）“一张网”办结，创新会籍管理服务。基层工会主席

通过职工服务网工会主席端口登入，使用“组织信息”里的“职

工入会申请管理”和“会籍转接申请管理”模块，审核办结入会

转会信息，确保 2 个工作内完成任务办结。

三、组织领导

（一）提高思想认识。全面推进网上入会转会工作，是支持

配合全总改革创新试点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既是全总交给市总

的政治任务，也是全市工会系统的一件大事。各地各单位要充分

认识推进网上入会转会工作的重要意义，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把各项工作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本地工会工作的总

体安排，切实加强领导，推动网上入会转会工作顺利进行，取得

预期成效。

（二）强化人员保障。要着力强化人员保障，重点对“单位

企业、职工会员、工会组织”三个动态实名制数据库的日常管理、

维护。要明确专人负责网上入会转会工作，对处理进程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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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结果审核，实行痕迹管理，强化过程监督，确保网上入会

转会 3个工作日内完成，不断提高办事效率和职工满意率。

（三）加强宣传推动。网上入会转会工作模式的有效运行，

将极大地提升会员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并成为新形势

下提升全市工会工作的“助力器”。各地各单位要加强宣传引导

力度，有效提高各级工会组织、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的知晓率、

参与率和使用率，使网上入会转会工作真正成为改进服务职工方

式、解决疑难问题的有效平台。

（四）加大考核力度。按照市总工会“互联网+”服务职工

体系建设工作方案进行分解处理，按月份、季度进度进行检查督

办，采取第三方抽查、满意度网络测评等社会化评价方式，将任

务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个人，考评结果纳入年度创先争优、基层工

会“六有六好”建设考核体系并加大网上入会转会工作分值的比

重，确保网上入会转会工作取得实效。

附件：职工（农民工）网上申请入会转会处理流程

宜昌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6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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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职工（农民工）网上申请入会转会处理流程

网上申请入会转会处理流程主要经过“两终端”申请、“一

平台”受理、“一张网”办结等工作流程，由职工网上申请入会、

会员网上申请转会、市县工会干部平台分派处置、基层工会主席

线上审核办结，实现网上入会和会籍转接。

一、“两终端”申请

全市所有职工、会员可以通过宜昌市总工会职工服务网和

“宜昌工人”微信公众号“两终端”，以个人身份证号作为唯一

标识，点击“入会转会”模块，进行在线申请。

方式一：通过职工服务网提交申请。

第一步，申请人登录http://yczgh.yichang.gov.cn:8088/，注册后通过职

工用户端口，进入职工服务网。

第二步，点击主界面中“职工服务”栏目里的“入会转会”，可

进行入会转会申请。申请人提交申请后，借助职工会员动态实名

制数据库，系统自动关联比对会籍信息，根据申请人会籍情况，

分两类进行处置。

（1）申请人尚未入会的。系统自动弹出“入会申请”对话

框。

（2）申请人已经入会的。系统自动弹出“会籍转接”对话

框。

第三步，根据提示，如实填写信息（标注红色星号的栏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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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填项），然后点击提交，完成所有操作。

方式二：通过“宜昌工人”微信公众号提交入会转会申请。

第一步，登录“宜昌工人”，点击 “微服务”界面里的“服务

大厅”中“入会转会”模块，可分别进行入会申请和会籍转接操

作。

第二步，申请人自主选择入会或转会申请。根据申请人的诉

求，点击“我要入会”或“我要转会”模块。

（1）申请入会。点击“我要入会”模块，弹出“入会申请”

界面，申请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会自动绑定生成，先

点击 “所属区域”，进行单位所在地勾选，然后点击“单位名称”，

输入需要申请入会的单位名称，然后点击“查询”，建议使用关键

字节进行模糊查询。

（2）申请转会。点击“我要转会”模块，弹出“转会申请”

界面，申请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会自动绑定生成，先

点击 “所属区域”，进行单位所在地勾选，然后点击“现单位名

称”，输入需要申请转入的单位名称，然后点击“查询”，建议使

用关键字节进行模糊查询。

第三步，在搜索结果中选择准确的单位名称。如果在搜索结

果中未显示单位名称，请返回“入会申请”或“转会申请”界面，

在“其他单位名称”栏的空白处，手工输入职工所在单位的准确名

称。

第四步，选择单位名称后，单位的工商注册号或组织机构代

码会自动生成，点击“提交”后，系统会在 3 个工作日内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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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反馈结果。可通过点击“申请状态”随时查看申请进度。

二、“一平台”受理

申请人提交的入会转会申请信息会及时同步到宜昌总工会

“互联网+”职工服务平台系统，县（市、区）总工会和市直企

业 工 会 工 作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管 理 员 通 过 访 问 网 址

http://10.19.213.195:8080/ghsvc/，进入平台登入界面，每个管理

员凭自己的账号、密码进行登录，根据各自权限，由市总工会管

理员进行任务分派，县（市、区）总工会管理员进行信息校核，

随时受理入会转会诉求。

（一）“我要入会”受理流程。

第一步，入会申请信息查询。市总工会、县（市、区）总工

会平台管理员每日定期登录，查询和了解入会申请信息办结情

况，可通过平台痕迹管理功能适时跟进督办。管理员登入平台后，

点击“职工服务系统”，就能找到“职工入会申请管理”模块。通过

此界面能看到入会申请信息，白色条目为未处理信息，黄色条目

为完成校核信息，绿色条目为已审核通过信息，红色为审核未通

过信息。

第二步，入会申请业务分派。在接到入会申请信息后，市总

工会管理员根据申请人所在单位的归属地，点击“业务分派”，将

入会诉求信息及时分派到县（市、区）总工会和市直企业工会工

作委员会相关责任人（管理员），并短信提醒告知。同时，针对

申请人提交入会申请不符合条件时，比如，申请单位工会组织关

系不在宜昌等，双击弹出“职工信息”对话框，点击“不符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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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提示“暂不符合入会条件”，进行审核不通过处理。

第三步，入会申请信息校核。接到短信任务提醒后，县（市、

区）总工会和市直企业工会工作委员会管理员登入平台，找到对

应的申请人，双击弹出“职工信息”对话框，分别点击“查询单

位”、“查询工会”进行信息校核，最后点击“提交保存”、“关

闭窗口”，完成入会申请信息校核处置。针对申请人提交单位名

称不完整的信息，通过与动态实名制库的关联比对，校核申请人

提交的单位和组织信息，从而自动生成工会主席、联系电话、所

在区域等基本信息，确保申请人诉求能及时传送至职工服务网，

实现职工服务平台系统和职工服务网的信息对接互通。

（二）“我要转会”受理流程。

第一步，转会申请信息查询。市总工会、县（市、区）总工

会平台管理员每日定期登录，查询和了解会籍转接申请信息办结

情况，可通过平台痕迹管理功能适时跟进督办。管理员登入平台

后，点击“职工服务系统”，就能找到“会籍转接申请管理”模块。

通过此界面能看到会籍转接申请信息，白色条目为未处理信息，

黄色条目为完成校核信息，绿色条目为已完成会籍转接信息，红

色为审核未通过信息。

第二步，转会申请业务分派。在接到会籍转接申请信息后，

市总工会管理员根据申请人所申请单位的归属地，点击“业务分

派”，将会籍转接申请诉求信息及时分派到县（市、区）总工会

和市直企业工会工作委员会相关责任人（管理员），并短信提醒

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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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转会申请信息校核。接到短信任务提醒后，县（市、

区）总工会和市直企业工会工作委员会管理员登入平台，找到对

应的申请人，双击弹出“转会申请信息”对话框，分别点击“查

询单位”、“查询工会”进行信息校核，最后点击“提交保存”、

“关闭窗口”，完成转会申请信息校核处置。针对申请人提交单

位名称不完整的信息，通过与动态实名制库的关联比对，校核申

请人转入单位信息和转入组织信息，从而自动生成工会主席、联

系电话、所在区域等基本信息，确保申请人诉求能及时传送至职

工服务网。

三、“一张网”办结

当申请人入会转会申请信息完成分派、校核等处置后，申请

信息将及时同步到职工服务网，基层工会主席可以通过工会主席

端口登录职工服务网 http://yczgh.yichang.gov.cn:8088/，使用“组

织信息”里的“职工入会申请管理”或“会籍转接申请管理”模

块，审核办结入会转会诉求。

（一）“我要入会”办结流程。

第一步，基层工会主席登录职工服务网，进行网上办公，对

组织信息进行管理，可完善、变更和处置单位企业、工会组织、

工会会员、入会转会等，并将更新完善后的信息同步到职工服务

平台系统。

第二步，点击主界面中“组织信息”栏目里的“职工入会申

请管理”，进入职工入会申请管理模块，可查看本单位职工提交

的入会申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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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找到对应的申请人，点击操作栏的“处理”按钮，

自动生成该申请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入会申请书》和《工会会

员登记表》，并可打印存档。

第四步，核实申请人的具体情况，符合入会条件的点击“同

意”按钮，不符合入会条件的点击“不同意”，自动生成相应的

处置意见，完成入会操作，并及时将审核信息反馈给申请人。其

中，审核通过的，申请人信息自动进入本单位“会员信息管理”

中的会员信息库，正式成为工会会员。

（二）“我要转会”办结流程。

第一步，基层工会主席通过工会主席端口进入职工服务网。

第二步，点击主界面中“组织信息”栏目里的“会籍转接申

请管理”，进入会籍转接申请管理模块，可查看到申请人提交的

会籍转接申请信息。

第三步，找到对应的申请人，点击操作栏的“处理”按钮，

自动生成该申请人的《工会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和《工会会员

组织关系管理卡》，并可打印存档。

第四步，核实申请人的具体情况，符合转会的点击“同意”

按钮，不符合转会的点击“不同意”，自动生成相应的处置意见，

完成会籍关系转接操作，并及时将审核信息反馈给申请人。其中，

审核通过的，申请人信息自动从原单位迁出，进入本单位“会员

信息管理”中的会员信息库，工会会员组织关系正式转入。

四、几点注意事项

（一）申请入会。针对申请人为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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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立工会的，分类分层建立“蓄水池”，让职工“有家可回”。

1、理顺会籍关系。申请人所在单位未建会的，根据申请人

归属地、从业类型，由专人负责，分类处置。一是市属单位尚未

建会的，由市直企业工会委员会吸纳其入会，市直企业工会委员

会管理员进行线上审批和线下管理、服务，待职工所在单位建会

后，及时进行会员关系转接。二是县（市、区）所属单位尚未建

会的，县（市、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吸纳其入会，

并设立职工（农民工）入会和服务窗口，充分发挥职工服务中心

的作用，进行线上审批和线下管理、服务，待职工所属单位建会

后，及时进行会员关系转接。三是城区灵活就业人员申请入会的，

由网格工会吸纳其入会，网格工会管理员进行线上审批和线下管

理、服务，市总对网格工会每年给予经费上的支持，确保其共享

工会普惠实事项目和日常工会活动。

2、严把入会关口。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工会会

员会籍管理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各级管理员做好具体入会条

件审核工作，严格把好入会关口。同时，针对审核不通过的申请

人，我们通过短信告知其原因。一是市总工会管理员预审。通过

比对身份证信息，以申请人年龄为判定依据，未成年、已退休等

申请人不接受入会。二是县（市、区）管理员初审。通过比对法

人数据库，以法人代表身份为判定依据，企业法人、合伙人等申

请人不接受入会。三是基层单位工会主席复审。申请人向村（社

区）、网格工会组织提交申请的，与网格管理员动态实时采集辖

区人员信息进行比对，非职工人群、犯罪分子等不接受入会；申



- 13 -

请人向非本人所在单位提交入会申请的，不接受入会，并告知申

请人准确提交单位信息。

3、规范办结内容。申请人提交网上入会申请后，可以通过

手机短信、“宜昌工人”和职工服务网适时查看入会审核状态和

具体回复。

（1）针对未建会单位。

您好！您的入会申请已经通过审核，您已正式成为中华全国

总工会会员，享有会员权利，履行会员义务。由于您所在的单位

尚未建立工会，会籍暂时保留在××县（市、区）职工服务中心

工会委员会，待您单位成立工会后，再在网上提交转会申请，为

您办理会员组织关系转接手续。××总工会竭诚为您提供热情周

到的服务！

联系人：×××，联系电话：0717——×××××××

（2）针对已建会单位。

您好！您的入会申请已经通过审核，已为您办理入会相关手

续，您正式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员，享有会员权利，履行会员

义务。××工会竭诚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

联系人：×××，联系电话：0717——×××××××

（3）针对入会申请审核未通过。

您好！很抱歉！您暂时不符合《中国工会章程》规定的入会

条件，不能为您办理入会相关手续，感谢您对宜昌工会工作的关

心和支持！

联系人：×××，联系电话：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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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籍转接。目前，网上会籍关系转接主要适用于宜昌

市范围内会籍关系接转。针对以下三类情况，请参照执行。

1、会员未主动提交会籍转接申请。针对会员劳动（工作）

关系发生变化后，但未主动办理会员组织关系转接，由其原所在

单位的工会主席登录职工服务网，点击“组织信息”模块里的“工

会会员信息管理”，找到对应的会员，点击“迁出”按钮，弹出

“工会会员组织关系转接介绍信”，根据归属地，将会员组织关

系转接到对应的××县（市、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会委员

会进行管理，并短信告知，待其主动提交会籍转接申请后再进行

转接。

2、会员组织关系由市内调到市外。针对会员劳动（工作）

关系由市内调出后，无论会员是否主动提交网上会籍转接申请，

按照会籍转接流程，将其会籍关系移交到其居住地××县（市、

区）职工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管理，确保源头保留其会籍。

3、会员组织关系由市外调到市内。针对会员劳动（工作）

关系由市外调入市内后，提交网上会籍转接申请，在我们在无法

核实其会员身份的情况下，平台自动进入网上入会流程，吸纳其

入会。

（三）督促建会。针对“蓄水池”同一单位职工网上入会申

请人数达到 25 人以上时，系统提醒，启动“未建会单位督促建

会”流程，市总工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及时督促指导建

会工作。（目前，此项功能正在逐步开发完善中）

1、网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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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分派。按照“属地管理、各负其责”的要求，对

于职工人数达到 25 人以上的未建会单位，市总工会管理员及时

分派给县（市、区）总工会。

（2）短信提醒。县（市、区）分管组织建设的责任人收到

待处理事项短信提醒后，作为第一责任人对该单位进行督促指导

建会。

（3）上传资料。在工会组建流程中，按照工会组建的必备

环节，根据工作节点上传建会资料，适时反映建会进展情况。

（4）审核通过。市总工会分管组织建设工作责任人收到审

核信息后，及时进入平台系统，进行网上办理。

2、线下推进。

（1）下发限期建会通知书。针对尚未建会的单位，在完成

职工线上入会申请 30 个工作日内，上级工会及时下发《工会组

建通知书》，督导其及时建会。

工会组建通知书

xx 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

中国境内所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应依法组建工会组织。目

前贵单位尚未建立工会组织，请接到通知后，予以重视，立即着

手进行工会组建工作。

组建过程中如有问题，请与 xx 总工会联系，我们将予以指

导和帮助。上级工会派员帮助和指导建会工作时，烦请贵单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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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支持，并提供必要的条件。

特此通知。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xx 总工会

xx 年 xx 月 xx 日

（2）上门指导服务建会。在下发《工会组建通知书》后，

及时上门指导服务建会。建立工会组织时应向单位所在地的乡镇

（街道）或所属的行业主管部门工会申请，也可以直接向县（市、

区）总工会申请。建会的基本程序是：成立筹备组，提出申请；

发展会员，做好填表登记工作；做好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

会委员候选人的推荐工作；召开会员或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基层工会委员会；做好上报审批手续；正式成立，依法开展工作。

同时，需向上级工会提供材料：《关于建立工会筹备组的函》、

《关于建立工会组织的请示》、《关于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的请示》、《关于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结果的报告》。

3、进行会员关系转接。工会正式成立后，3 个工作日内将

挂靠在上级工会的职工会籍关系转接到所属单位工会，实行会籍

关系网上转接。

宜昌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6 年 8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