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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下载和登陆 01 PART



新版网址链接01

WorkSmart 2.0 WorkSmart 4.0

营运点员工 办公室员工

owa.sodexo-cn.com



新版APP功能01

① APP下载-扫码下载

通过微信或者QQ扫描下图二维码，进行下载安装；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均可以使用。

②苹果手机下载

苹果手机扫描二维码后进入如下页面，提示是否打开“App Store”；
点击“允许”后进入App Store“劳动力管理云”下载页面。



新版APP功能01

②安卓手机下载

安卓手机扫描二维码后进入如下页面

支持两种下载方式：普通下载与安全下载（安全下载需要手机安装腾讯应用宝）

或通过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劳动力管理云”下载

*支持OPPO/VIVO/小米/华为/苹果等常见手机应用商店

*安卓手机需安卓4.4.4以上版本



新版APP功能01

③ APP登录

1) 进入APP后首先点击登录框下方“更换公司代码”，输入公司代码“SODEXO”后点击提交，

然后输入手机号使用短信验证码登录。

2) 您同时可以开启指纹解锁。当您第一次用手机号码和验证码登陆后，点击APP最下方“我的”，

再点击“设置”里的“账号与安全”，将最下方“指纹解锁”打开即可。以后每次您只需通过指纹便

可解锁！



排班信息查看 02 PART



排班信息查看02

在“我的排班”可以查看当天的排班，显示班别名称、班别的时间段和班别时数；通过“查看更

多”可以根据日期查询更多的排班情况。

①首页-排班查看 ②工作-排班查看

点击“工作”，进入“考勤管理-我的排班”，可以根据日期查询排班情况。



工资单查看 03 PART



工资单查看03

1. 点击“工作”，进入“人事薪酬管理-我的薪资”，初次进入提示需要设置手势密码；输入手势密码进入后，选择相应薪资月份可查看当月薪资信息。

2. 薪资单支持“下载”后保存和发送，点击右上角“绿色向下箭头”按钮即可；

注意：每个月5号可查看上个月工资单；离职员工无法登陆系统查看工资单；我们会保留5年的工资单信息在系统中。

① ② ③ ④



公告查看 04 PART



公告查看04

1. 可以在“消息”里看到公司发布的公告信息；

2.“消息”页面支持“一键已读”、“消息置顶”及“取消置顶”。



请假申请 05 PART



请假申请05

假期额度查看

两种方式可以查看假期额度：

1.在APP首页可以看到自己的法定年假额度及使用情况；

2.在请假模块界面，也可以看到自己具体年假信息及使用情况；



请假申请 – 手机端05

1. 请假申请

步骤：

1. 点击【工作】->【请假申请】;

2. 进入到请假申请页面，依次填写请假类型、开始

日期、结束日期等，若有附件，可点击添加照片旁的

“+”进行附件上传；

3. 点击提交，则该请假单申请成功；

注意：

1. 附件可以添加多张照片，总大小在5M以内；

2. 可以选择“拍照”或“从相册选取”；

3. 手机端不支持代员工请假，只能自己请自己假；

若要帮员工做请假，需在网页版上进行（具体见网页

端介绍）



请假申请 – 手机端05

2.查看表单

步骤：

1. 点击【工作】->【我的表单】;

2. 【我的表单】里可以查看本月已申请的所有表单及状态；

3. 点击某张表单可以查看该表单的审批进度等详细信息；

4. 未审批完成的表单可以点击“撤销”进行撤销；

5. 点击右上角“筛选”，可以设置已申请表单的查询条件；



请假申请 – 手机端05

3.审批表单

步骤：

1. 点击【工作】->【我的审核】;

2.【我的审核】图标上显示出带数字的小圈时，表明当前存在该数字的表单需要审批；

3. 点击进入我的审核，可以逐一审批也可批量审批；

4. 点击筛选可以选择审批的表单的类型；

5. 在【我的审核】里右上角图标可以查看审核历史；

备注：

1. 【同意】、【驳回】、【拒绝】均可填写备注；

2. 【驳回】：该表单退回到发起人，发起人可再次提交；

3. 【拒绝】：该流程结束，发起人需重新填写所有信息；

4. 请假申请单详情页面可以看到每个审批节点人员；

5. 请假申请单界面在申请和审批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各种状态的额度；



请假申请 – 网页端（个人）05

步骤：

1. 点击【表单申请】->【请假单申请】;

2. 依次选择请假类型、请假模式、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开始时间及结束时间，

时数由系统自动计算得出；

3. 选择不同假别，系统自动显示该假别对应的请假模式，用户根据实际请假情

况选择即可；

4. 若申请的假别是需要上传附件的，点击上传附件框上传附件；

5. 填写完请假信息后，点击【提交】，表单提交至审批人处审批；

注意：

1.重复：当员工请每天固定时间段的小时假（非整个班别时间）时，勾选重复，

并填写重复次数，则系统自动重复请假开始时间至结束时间设置的相应的次数；

2. 代员工请假仅限于网页端；

3. 【销假】功能仅限于网页端且在网页端进行销假处理后，需要在

Worksmart2.0考勤表里将请假时数改为0（迁移中的临时解决方案）；



请假申请 – 网页端（批量）05

1. 首页点击“休假管理”；

2. 进入“休假管理”页面后，点击“批量请假”；

3. 进入“批量请假”页面后，按条件选择相关人员提交请假；

注意：批量请假适用于上级替下级请假；

仅同一休假时间点的员工可批量一起处理。



请假审批 – 网页端05

步骤：

1. 点击【工作流】->【我的审批】; 可以根据查询条件查询本人已经

审批过的表单；

2. 点击【表单号】，可以查看该表单的申请信息及审批信息；



请假查看 – 网页端05

步骤：

1. 点击【工作流】->【我的申请】; 可以根据查询条件查询自己已经申请的表单；

2. 点击【表单号】，可以查看该表单的申请信息、审批信息及历史请假明细和汇总；



请假审批 – 邮件05

说明：

1. 所有的请假申请均可在邮件里进行单个或批量审批；

2. 定时发送批量邮件时间为：每天早上10：00/下午16：00（含工作日、休息日）；未审批完的表单会进行每日推送直至审批完成。

3. 每个月25日00:00,仍有之前提交申请并未审批的表单，我们会统一做“自动通过”处理；



休假管理 – 销假05

1.进入首页，点击“休假管理”模块；

2.找到对应的表单进行打钩，点击右上角“销假”；

注意：1.“销假”功能的权限仅分店经理及以上角色的人拥有。

2. 销假完成后，需要同步在Worksmart2.0考勤界面将请假时数更改成“0”。



假别额度查询 06 PART



假别额度查询06

1. 点击首页“累积额度管理”；

2. 进入“累积额度管理”后，可以根据各种筛选条件选出你

想查看的人员；

3. 员工信息出来后，可以查看各种假别的额度及使用情况；

4. 可批量导出报表；



培训记录上传 07 PART



营运培训记录管理中的角色与责任07

营运点经理及主管

记录员

记录营运点员工的培训情况

学习与发展团队

管理员

管理营运点上传的培训记录

每月1日

将员工的培训情况填写至<培训记录上传模板>

将填写好的
表格导入至
WorkSmart 

4.0

每月25日 每月30日系统提醒邮件



营运培训记录管理中的注意事项07

Q: 纸质版的培训记录是否还需要让员工签署？

A: 需要。根据营运必做规定，每次培训结束后，营运点经理或主管需要组织员工在<培训记
录>上签字确认出勤，且原件留在营运点存档两年。

Q: 所有在营运点发生的培训都需要营运点经理或主管进行上传吗？

A: 不是。

• 由L&D组织且发出过正式通知邮件的培训(讲师通常为L&D的同事或L&D安排的同事)，
培训记录由L&D专人负责填写并上传，如新开营运点入职培训、基础服务培训(仪容仪
表、卓越服务原则等)等。

• 由营运点组织的培训(讲师通常为营运点经理或主管)，培训记录由营运点经理或主管
负责填写并上传，如营运点日常开展的HSE方面的培训、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离职替
补或扩编扩招员工的新员工入职培训等。

• 外训记录请统一申报至L&D进行审阅，培训记录由L&D专人负责填写并上传。



 培训记录上传模板

培训记录上传模板的填写07

红色字段为必填项，黑色字段为选填项



培训记录上传模板的填写07

工号 *

员工工号信息可在系统中直接导出。

培训 *

在下拉框中选择”内训”。如营运有参加外
训的同事，烦请填写<外训申请表>，获得
RD批复后申报至L&D团队进行审阅，培训
记录将由L&D专人填写并上传至系统。

开始日期/结束日期 *

按实际情况填写，格式为：年份-月份-日期。

入职前后

按实际情况在下拉框中选择。
• 入职前
• 入职后

培训类型 *

按实际情况在下拉框中选择。
• 合规培训
• 新员工入职培训
• 营运点卫生安全
• 学习及人才发展项目(L&D专用)

• 营运点现场技能培训
• 外部培训(L&D专用)



培训地点 *

按实际情况在下拉框中选择。
• 华北区
• 上海及浙江区
• 江苏及武汉区
• 华中区
• 华南区

培训形式 *

按实际情况在下拉框中选择。
• 线下
• 线上

培训记录上传模板的填写07

培训机构 *

填写培训讲师的员工编号。

培训主题 *

填写培训的课程名称或课程内容。
学时 *

填写培训小时数。如培训时长为10分钟，
则记录为0.2小时，即保留一位小数且四舍
五入。



证书名称/证书编号/协议编号/协议期/协议开始日期/协议结束日期/培训费用

外训相关，营运同事无需填写。

培训记录上传模板的填写07

备注

通常情况下，营运同事无需填写此列。若
部分项目有此列填写需求，请根据届时
L&D发出的相关邮件中的提示进行填写。

操作类型 *

在下拉框中选择”合并”。



APP个人信息查看 08 PART



APP个人信息查看08

您在APP上可以查看个人的基础信息供工作需要时使用，如：您的“部门”、“工号”、“公司”。

点击APP右下角“我的”-> “姓名”，再此，您还可以上传您的个人头像。



合约管理（电子签） 09 PART



合约管理（电子签）09

步骤一：

打开劳动力管理云APP，登录自己的账

号，进行【实名认证】；

注意事项:
按照要求填写真实姓名、身份证号、手

机号（手机号不是挂靠本人身份证的，

需要通过本人银行卡来认证）。

只有实名认证的人员才可以签署合同；

01 02 03



合约管理（电子签）09

步骤二：

输入短信验证码，认证成功！

04 05 06



合约管理（电子签）09

步骤三：

点击【工作】；

点击【电子签署】；

选择需要签署的合约，进行签署；

注意事项:
1. 认证成功后点击返回，回到主界面；

2. 点击下方“消息”，也可找到需要电

子签署的文件；

1 2 3



合约管理（电子签）09

步骤四：

输入短信验证码，签署完成！

4 5

输入短信验证码



合约管理（电子签）09

审批：

1. C&B发起合同续签后，审批人会收到邮件通知（邮件通知为实时通知）；

2. 如同审批“请假表单”一样，可以选择“同意”

和“拒绝”以及“退回”。点击提交后，会显示

“您的审批已全部完成”方可关闭网页。



合约管理（电子签）09

3. 还可以点击表单号，跳转到需要审批的申请单，根据需要点击“同意”、“退回”或“拒绝”；



合约管理（电子签）09

同样，我们还可以通过主页“待我审批”按钮找到表单进行审批，可逐一审批也可批量审批。



合约管理（电子签）09

同样，我们还可以通过主页“待我审批”按钮找到表单进行审批，可逐一审批也可批量审批。



合约管理（电子签）09

如果要查看已经审批过的表单，可点击首页“我的审批”进行查看。



合约管理（电子签）09

在我的审批表单里，可点击表单号进行查看具体表单及审批详情。



试用期管理 10 PART



试用期管理10

职位组 授权指引

OSPP
SM (完成评估确认后提交审批)

AM – A
C&B –I

OSM2

SM (完成评估确认后提交审批)

OHRM – A
AM – A
RD – A
C&B –I

OSM1

AM (完成评估确认后提交审批)

OHRM – A
RD – A
SD – A
C&B –I

SF（非HR）
N+1  (完成评估确认后提交审批)

N+2 – A（若N+1是APAC或者SD则无需N+2再审批）

SF（HR）& OFSM
N+1 (完成评估确认后提交审批)

N+2 – A（若N+1是APAC或者是SD无需N+2再审批）

L&D – A

- 审批流



试用期管理10

步骤一：

【主页】—点击【人员】



试用期管理10

步骤二：

搜索需要转正的人员，点击需要转正人

员的工号；



试用期管理10

步骤三：

点击【任职记录】—点击【操作】—选

择【试用期转正】；



试用期管理10

步骤四：

填写【试用期转正申请】—点击【提

交】；• 此处填写试用期表现及评语，该内容为必
填项

• 逐项评分后（下拉框选择分数，无法手动
输入），并计算出总分后填写至下方“总
分数”一栏。该内容为必填项

• “上级经理意见和决定”下拉框选择是否
通过试用期

• OSM1和部分SF、OFSM职位组员工
需填写营运必做考试成绩，及格分数
线90分，考试不通过将不予转正

• 总分数低于30分将
考虑不给予转正且无
法提交表单



试用期管理10

审批：

经理可以通过邮件点击“同意”、“退回”或“拒绝”；经理也可以通过点击表单号进入系统中审批；



试用期管理10

查看表单路径：



试用期管理10

1. 本人不能发起自己的试用期评估表（只有上级能发起）。

2. 员工试用期满前45天，系统对经理发送试用期到期提醒（邮件形式）。

3. 对于未通过试用期评估的员工，经理需线下填写评估表后让员工签字并启动离职流程。

注意事项：



预入职11

1. 营运登陆 WorkSMART 4.0后，点击首页“预入职”模块；

2. 点击右上角“新增”；



预入职11

3. 输入基础信息后，点击“保存”；

注意：1）“个人邮箱”建议有邮箱的都填上； 2）“手机”用于接受短信签署文档，需本人身份证办理的手机号码（电子合同同理）； 3）

“身份证号码”务必准确，用以实名认证及查询是否重复雇佣员工；4）营运只可选择“OSPP”职位组且选不发offer；



预入职11

4. 选择刚刚新增的那条，点击生成offer；

注意：1）最新新增的会显示在最上面；2）人员编号即索迪斯工号；3）可通过姓名等搜索条件查询；4）对刚刚新

建的候选人基本信息可进行编辑和删除；



预入职11

5. 填写Offer模板及Offer信息；

1）系统判断该员工非重复雇佣：

-试用期选择“否”：则“试用期工资折扣”和“Offer模板”默认为“否”和“无试用期”模板；

-试用期选择“是”：需选择是否有“试用期工资折扣”，Offer模板默认“OfferLetter-中英文”；

2）系统判断该员工重复雇佣：

-试用期默认“否”：则“试用期工资折扣”和“Offer模板”默认为“否”和“无试用期”模板；

-“试用期”、“试用期工资折扣” 、“Offer模板” 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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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报到日期，自动带出
合同开始日期和试用开始日期

下拉框选择合同年限

自动带出合同结束日期

工号、姓名模糊搜索

上述日期自动带出结束日期

基本工资+职位津贴自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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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填写完点击右上角“保存”按钮后，此时Offer状态为：草稿；可对“草稿”状态的Offer信息进行查看、编辑和删除；

若对Offer信息录入没问题，可勾选需要审批的Offer，点击“提交审批”；

注意：1）勾选多条，点击“提交审批”可对多条进行批量审批；2）领导收到邮件可通过邮件进行审批；3）第一层审批未完成可撤

回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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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提交审批”后，Offer状态变更为“审批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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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流（非重复雇佣）：

OSPP（不发offer）： AM审批

审批流（重复雇佣&非小时工）：

OSPP（不发offer） ：CBM审批 -> AM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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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邮件审批界面参考：

1. 可点击“表单号”进入网页端查看详细offer；

2. 定时审批，上午9点、13点和17点定时触发；

3. 可邮件直接“同意”或“驳回”；也可网页端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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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候选人填写个人信息表; （候选人打开短信链接根据提示输入自己预留手机号码和短信验证码并逐一录入信息，“保存为草稿”按钮点击后可退出重新点击链接进

入后继续填写）

非必填
点击这个图标进
行身份证自动识
别，信息自动填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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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R审核个人信息表; 

1) 点击“员工信息”页面的“查看”按钮，可对错误信息进行备注和退回；

2) 点击“员工信息”页面的“编辑”按钮，可直接对员工信息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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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人信息表被HR退回后：

- 候选人会收到短信提示，点击链

接进去后分别点击各个模块查看

最上方具体退回原因；

- 预留邮箱的候选人同时也会收到

邮件提示；

- 创建Offer的营运经理也会收到邮

件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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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预入职表单会取代Worksmart2.0的新进员工申请表+线下工作申请表；

2. 针对OSPP职位组且不发offer的员工，营运需在Worksmart4.0中发起预入职表单；

3. 针对OSPP职位组且不发offer以外的员工，需联系招聘完成预入职表单，营运只需收到短信链接完成个人信息录入部分即可。

4. 预入职表单同步到考勤系统的时间为3小时，请在考勤前妥善安排好录入时间；

5. 仅分店经理或维护在组织CN层级上的主管才可发起自己权限范围内的预入职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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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操作问题，可发邮件至IT.WSMSupport.CN@sodexo.com 或联系对口C&B同事。

mailto:可发邮件至IT.WSMSupport.CN@sodex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