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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广东工会会员实名制服务平台之前，需先登录系统。 

后台地址：https://console.gdftu.org.cn 

 

 

1. 登录 

有两种方式可选择 

1.1 手机短信验证码登录 

输入会员注册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填入手机短信所

获取的验证码，点击「下一步」，完成登录。 

1.2 账号密码登录 

使用会员的账号及密码，输入完成后，点击「下一步」，完成

登录。 

 

2. 实名认证 

若当前账号未进行实名认证，则需使用微信扫码，进入「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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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后，才可重新进行登录。 

 

3. 选择工会 

若当前账号同时管理多个工会，则进入该页面，选择或搜索点

击所要管理的工会，进入该工会的管理后台。 

 

&" '(#)%

若管理工会尚未完成组织登记，则可在登录页，或选择工会页，

点击「组织登记」，进入组织登记页面。 

进入组织登记前，当前账号需完成登录，作为该工会的管理员。 

注：当前版本仅支持单独基层工会进行组织登记。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单位名称，单位统一信用代码，及上传单位

统一信用代码证图片。 

若当前单位未独立建会，则填写工会名称，命名规则：「单位名

称」工会委员会。 

若当前单位已独立建会，则填写工会名称，命名规则：「单位名

称」工会委员会，工会统一信用代码，及上传工会统一信用代码证图

片。 

选择当前进行组织登记的工会所属的上级工会，直接输入对应名

称进行搜索，该上级工会将对当前组织登记申请进行审核。 

检查当前资料无误后，点击「提交申请」，完成组织登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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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信息」——「概览」 

 

已完成组织登记的工会，可查看当前工会的信息概览。包括工会

数据，近七天的实名会员增长情况。 

组织登记审核中的工会，可查看所提交的信息，审核进度。 

 

-" ./%

点击「信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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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当前工会的会员数据统计，基层以上工会可查看本级及以下

工会数据，基层工会可查看本级工会数据。 

点击「时间」，可选择数据筛选时间维度。 

0" 123456%

点击「工会管理」——「本级工会管理」 

 

查看当前工会及其上级工会信息，点击「编辑」，可编辑本级工

会信息，并提交工会信息变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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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工会管理」——「下级工会管理」，仅基层以上工会可看

到此功能。 

 

默认展示当前工会下的直属下级工会列表及相应数据，点击左侧

树状节点工会，可切换至该工会查看其直属下级工会列表及数据。 

点击右侧列表中的某个工会，可展开该工会的信息。 

点击搜索框，输入搜索关键词，可搜索当前工会下所有符合该关

键词的工会信息，显示在右侧列表中，点击某个搜索结果，左侧树状

将展开其上级工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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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工会管理」——「工会登记审核」，仅基层以上工会可看

到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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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通过该后台提交，上级工会为当前工会的组织登记申请进行审

核。 

点击「➕」号，可展开查看该申请的提交信息。 

点击「通过」/「驳回」，通过或驳回该组织登记申请，驳回需填

写驳回原因。 

勾选相应需要审核的申请，点击「批量通过」/「批量驳回」，进

行批量审核。 

点击「驳回列表」，查看驳回的申请列表。 

 

<" 34=>:;%

点击「工会管理」——「工会变更审核」，仅基层以上工会可看

到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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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通过该后台提交，上级工会为当前工会的工会变更申请进行审

核。 

点击「➕」号，可展开查看该申请的提交信息，显示为红色字体

的为提交变更的信息。 

点击「通过」/「驳回」，通过或驳回该组织登记申请，驳回需填

写驳回原因。 

勾选相应需要审核的申请，点击「批量通过」/「批量驳回」，进

行批量审核。 

点击「驳回列表」，查看驳回的申请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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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工会管理」——「本级工会权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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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看当前工会的管理员信息，包括姓名，手机号，权限。点

击「新增」可添加管理员 

%

D" 8234@ABC%

点击「工会管理」——「下级工会权限设置」 

 

查看并新增下级工会的管理员。 

D!" 4E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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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会员管理」——「会员列表」 

 

可查看当前工会下的会员信息列表，包括姓名，手机号，实名状

态，入会时间。 

D&" 4EFG%

点击「会员管理」——「会员移出」 

 

可对当前工会下的会员进行移出，移出操作不可撤回。 

D*" H4:;%



 12 

点击「会员管理」——「入会审核」 

 

对通过「粤工惠」小程序提交，所入工会为当前工会的入会申请

进行审核。 

点击「通过」/「驳回」，通过或驳回该入会申请，驳回需填写驳

回原因。 

勾选相应需要审核的申请，点击「批量通过」/「批量驳回」，进

行批量审核。 

点击「驳回列表」，查看驳回的申请列表。 

 

D-" I4:;%

点击「会员管理」——「转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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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通过「粤工惠」小程序提交，所入工会为当前工会的会籍转移

进行审核。 

点击「通过」/「驳回」，通过或驳回该会籍转移，驳回需填写驳

回原因。 

勾选相应需要审核的申请，点击「批量通过」/「批量驳回」，进

行批量审核。 

点击「驳回列表」，查看驳回的申请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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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粤工惠号」——「文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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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看当前工会所发布的文章列表，显示文章标题，浏览次数，

及最新修改的管理员及时间，鼠标移入文章，可对相应文章进行「编

辑」，「分享」，「发布」/「撤销发布」。 

编辑：编辑当前文章内容。 

分享：显示该文章的小程序码，使用「微信」扫码可进入该文章

的详情页。 

「发布」/「撤销发布」：若当前文章为未发布状态，点击「发布」

则将该文章推送至小程序。若为发布状态，点击「撤销发布」，可将

该文章撤下小程序。 

1. 插入微信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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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微信文章前，需将公众号绑定「粤工惠」小程序，复制微

信公众平台网址：https://mp.weixin.qq.com/ 至浏览器打

开，使用公众号管理员所绑定微信进行扫码，点击「广告与服

务」——「小程序管理」，点击「添加」——「关联小程序」，

使用公众号管理员所绑定微信进行扫码，完成后，输入「粤工

惠」小程序 appID：wxfcc5a91b4f0d6e38 ，点击「下一步」，

完成添加。 

点击「插入微信文章」 

填写文章标题以及微信公众号文章链接 

点击「预览」，显示该文章的小程序码，使用「微信」扫码可

进入该文章的预览详情页。 

点击发布状态，若选择「草稿」，点击「保存」，则保存至文章

列表。若选择「发布」，点击「保存」，则将该文章发布至小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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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建图文 

 

点击「新建图文」 

填写文章标题以及微信公众号文章链接 

点击「预览」，显示该文章的小程序码，使用「微信」扫码可进入

该文章的预览详情页。 

点击发布状态，若选择「草稿」，点击「保存」，则保存至文章列

表。若选择「发布」，点击「保存」，则将该文章发布至小程序。 

 

D7" MN%

1. 活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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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活动管理」——「活动管理」，仅基层以上工会可看到

此功能。 

默认展示当前工会下的直属下级工会列表及举行活动数，点

击相应的工会，可切换至该工会查看其直属下级工会列表及

举行活动数。 

点击搜索框，输入搜索关键词，可搜索当前工会下所有符合该

关键词的工会信息，显示其工会名称及举行活动数。 

2. 活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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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活动管理」——「活动列表」 

展示当前工会举办的活动列表，显示活动名称，活动时间，活

动类型，活动状态，访问人数，参与人数，可以对相应活动进

行「详情」，「分享」，「结果」操作。 

可通过「活动名称」，「活动状态」，「活动类型」，「活动时间」，

对当前工会举办的活动进行筛选。 

点击「详情」，进入活动详情，可对活动时间，活动兑奖联系

方式进行修改。 

点击「分享」，显示该活动的小程序码，使用微信扫码可进入

该活动详情页参与活动。 

点击「结果」，查看当前活动的结果，可导出。 

点击「新增」，可新增活动，详见《粤工惠活动模块操作手册》 

D9" OP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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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切换工会」，可切换当前账号下的其他管理工会。 

点击「首页」，可返回概览页。 

点击「语言」，可切换当前系统的语言。 

点击「头像」，可退出登录，返回登录页。 

点击「放大」「缩小」「重置」，可调整当前页面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