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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项目名称 

广东工会会员实名制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1.2 编写目的 

本操作手册主要介绍广东工会会员实名制服务平台客户端粤工惠 app 的操作方法及

功能展示，指导用户怎么使用 app 客户端。预期读者：测试工程师、项目管理人员、最

终业务用户。 

阅读建议：最终业务用户需要阅读全部内容，其他人员以此文档作为了解和使用本

系统的参考手册。 

若本操作指南的界面截图与实际系统界面有所差异，则使用时请以系统的实际界面为准  

2 功能概述 

2.1 功能结构 

广东工会会员实名制服务平台整体分为粤工惠 app 客户端（分为 Android 版和 ios 版），

后台管理两部分。粤工惠 app 包括：首页、订阅、服务、地图、我的等 5 大模块：；  

功能说明： 

 打开手机相机或微信扫一扫，扫描右下方二维码下载“粤工惠 APP” 

 安卓用户可前往“应用宝”、“360 手机助手”、“华为应用”、“小米应

用”等下载；苹果用户前往 app store 下载 

 

 

 

2.1.1 粤工会 APP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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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粤工惠 APP 功能说明 

3.1 登录/注册 

3.1.1 功能说明 

该功能主要是提供用户应用粤工惠平台时进行登录与注册（打开应用首次进入粤工惠

app 首页界面） 

3.1.2 操作步骤 

首次打开应用，进入欢迎页后跳转至首页界面。用户未登录状态下，点击底部服务

导航栏部分功能、以及我的等，需要登录才能使用到的功能页面，会弹出提示框提示“请

登录后再使用该服务”，点击确定，跳转到 app 登录界面，已实名制注册用户可输入账号

密码进行登录；未进行实名制注册用户需要先注册，注册成功之后方可登录。如下图所

示： 

 

        欢迎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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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界面 

    

                 同意粤工惠协议                   开始人脸识别认证      

点击注册弹出跳转粤信签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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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输入姓名、身份证           确认身份信息                 人脸识别成功     

         

跳转密码设置界面          绑定手机及设置 app密码     粤工惠 app登录后界面（未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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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脸识别成功之后，系统自动获取会员姓名及身份证号码，与各基层工会管理员后

台导入的工会会员数据进行匹配，配对成功后，系统自动为会员登记为该工会会员

（联合工会暂时无法自动匹配，需要会员自行申请入会登记）。 

 若数据配对不成功，则会员需要自行申请入会登记（入会登记流程见 3.2），并由其

工会管理员审核通过，方能入会登记成功。 

 

已注册登录并自动配对入会会员可查看到自己的会员名片 

 

 如无注销的情况下，退出粤工惠平台，再次打开时不需要重新登录 

 用户未登录状态下，点击需登录才可见的页面时，页面会立即跳转到登录页面 

 用户注册：点击【马上注册】会弹出来跳转到微信小程序“粤信签”进行实名认证，确

认后按照提示一步一步进行操作，实名成功后显示【登录成功，返回 APP】进行设

置登录密码，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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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入会登记 

3.2.1 功能说明 

该功能主要为系统暂时无法配对会员或游客提供入会登记的入口，以找到所属工会； 

3.2.2 操作步骤 

（1）由【工会管理员】在后台获取并分享【工会名片】的二维码给到会员扫一扫； 

 

（2）打开粤工会 APP 首页左上角扫一扫功能，扫描二维码（扫描会员所在工会管理

员提供的二维码）。扫码后或识别后出现【工会名片】信息； 

      

扫描工会管理员提供二维码 

出现工会名片并点击会员登记 
或在我的界面点击入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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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会员登记】跳转到【入会申请】页面，或会员在【我的】页面点击【入

会登记】也可进入【入会申请】页面 

 

注：未注册用户，登录之前要先点击【注册】进行实名认证，实名请参考上面的注册流程 

 

（5）点击【入会登记】按钮；点击【会员登记（线下已入会，已是会员）】按钮【我

要入会（线下未入会，非会员）】；填写会员登记信息，点击【所属单位】框； 

      

   

        

        

     

 

 

 

 

 

 

 

 

 

 

 

 

 

线下未入会会员提交入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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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输入栏里填写【单位名称】，下方显示单位全称，点击选择所在单位，系统

自动匹配工会名称【某某工会】，点击【提交】按钮；提交后显示当前的【申请状态】。 

       

（7）工会管理员在后台进行审核，并通过，会员即登记成功。登记成功后即可查看

到系统生成的电子名片，代表已经入会成功，可正常使用粤工惠 APP 上所有功能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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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首页 

3.3.1 首页推荐 

3.3.1.1 功能说明 

该模块主要提供用户预览新闻及参加各类活动，包括推荐、通知要闻、工会活动、工会资讯、工

会业务等一级栏目； 

3.3.1.2 操作步骤 

用户登录后，进入首页 

 

首页 

 会员可查看上级工会或本级工会发布的各类资讯及活动福利，会员可直接在 APP 上

报名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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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订阅 

3.4.1 功能说明 

该模块主要展示会员订阅其他工会的资讯及活动发布的渠道。 

3.4.2 操作步骤 

点击订阅菜单，进入相应的订阅模块。在订阅界面，默认显示会员所在基层工会及上

级所有工会直到省总工会，最高总共六级，所在工会及以上工会是不能取消订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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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上角加号，即可进入工会搜索界面；输入自己所要搜索的区域或者是精确到工

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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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通过【筛选】功能，根据“工会类型”，“地区”进行筛选。工会类型筛选分

为“基层工会”，“基层以上工会”，地区筛选可以精确到镇街一级。 

 

点击【订阅】，即可订阅该工会的资讯及活动等信息；也可取消对该工会的订阅，点

击“订阅”左上角进入编辑模式，点击取消（无法取消所在工会，及以上工会的订阅），

取消后点击左上角的确认按钮，即可实现对订阅工会取消订阅操作。 

   

 订阅界面 编辑模式 取消对黄埔区总工会订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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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服务 

3.5.1 功能说明 

该模块主要展示工会服务及第三方服务 

3.5.2 操作步骤 

点击服务菜单，进入相应的服务模块 

      

            服务首页                  12351 热线                    法律服务     

     

           素质提升                       互助保障                     广州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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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律师                         在线咨询                           职工书屋 

 

 会员可通过 12351 热线进行咨询或投诉服务； 

 会员可通过法律服务进行智能律师的服务在线咨询； 

 会员可通过素质提升进行助学申领补贴，提升学历，每日一课在线学习，提升技能等

服务 

 会员可通过互助保障进行参保理赔的查询 

 会员可通过广州图书馆，登录读者证可进行在线阅读； 

 会员可通过找律师可选择某个律师进行咨询 

 会员通通过在线咨询在线咨询问题或建议投诉； 

 会员可通过书香粤工进入电子书屋进行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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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意见反馈】，进入意见反馈界面。在反馈界面，可看到其他人的反馈信息及答

复信息。点击【我要提问】，可提交自己的建议意见或者是咨询了解，等待一段时间，

即可收到答复。 

 

 

3.6  阵地导航 

3.6.1 功能说明 

该模块主要展示各种类型的活动、及各类工会服务；工会组织、劳动者港湾、工会干

部学校、工会法律援助站、工会服务站、工会疗养院、工会体育场馆、工人电影院、工

友驿站、货车司机驿站、海员俱乐部、职工培训学校、爱心妈妈小屋、职工小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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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操作步骤 

会员登录后，点击【地图】，即可在地图上默认显示工会组织的定位；点击右上角可

以对分类进行筛选，或展示全部分类；也可点击【搜索】框，进行搜索。 

    

 点击地图，系统自动定位到当前位置，并显示附近周围的地点。点击地图上标点，查

看改标点名称及详细地址信息，可点击详情查看其详情信息及相应活动服务；点击

导航可提供导航到该地点的服务。 

 

 

 

 



粤工惠 APP操作手册 V2.0版 

17 
 

3.7 我的 

3.7.1 个人资料 

3.7.1.1 功能说明 

该功能主要提供用户维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对个人资料进行编辑，以及查看参与的

活动，更换手机号码，更改密码等操作。 

3.7.1.2 操作步骤 

登录后点击我的——【会员信息】后跳转到基本资料页面，可看到会员所属单位及

工会的名称；并且，点击【会籍转移】按钮，可实现会员提起转入新的工会的申请。 

    

基本信息                        会籍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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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收货地址】，跳转到设置收货地址界面，点击【新增收货地址】，设置收货地址

信息；点击详细地址信息的右边【修改】图标，进入收货地址信息修改界面 

       

点击【账户安全】，跳转到账户安全界面，包含“修改密码”、“更换手机”模块 

 

 可对自己绑定的手机号码进行修改；                可对登录密码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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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我的会议】进入到我的会议界面，可在界面中查看到自己参加的会议； 

点击【我的活动】进入到我的活动界面，可在界面中查看到自己参加的活动； 

点击【我的反馈】进入到我的反馈界面，可在界面中查看到自己发起的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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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管理员 app 端审核功能 

3.7.2.1 功能说明 

该功能主要为管理员提供便捷的会员入会审核以及工会组织登记审核。 

3.7.2.2 操作步骤 

管理员登录后点击我的——工会审核（会员审核）点击会员审核，可查看申请

入会会员申请；点击工会审核，可查看工会组织登记申请。并可对会员及工会申请

做出审核通过与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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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登记审核 

 

 

 

 

工会组织登记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