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0月底， 由北京市总工会编辑的 《北京市
全国劳模大辞典》 出版， 《辞典》 共100万字， 收录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全国劳动模范及先进工作者，
共1197人， 填补了北京市劳模资料的一项空白。

据介绍，《辞典》 共收录了自1950年至2015年间在
“1950年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1956年全国
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1959年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
本建设、 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
者代表大会(全国‘群英会’)”“1960年全国教育和文化、
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
作者代表大会(全国‘文教群英会’)”“1977年全国工业

学大庆会”“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全国财贸学
大庆学大寨会议”“1979年国务院表彰工业交通、 基本
建设战线全国先进企业和全国劳动模范大会”“1979年
国务院表彰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全国先进
企业和全国劳动模范大会”，以及1989年、1995年、2000
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表彰大会上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 全国先进生产
者 、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者，共
1197人。

《辞典》 为精装设计、 大16开本、 100万字， 内
容包括每名荣获称号者的个人信息、 主要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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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首都工会十大新闻

□本报记者 白莹/文 邱勇 于佳 彭程 万玉藻/摄

1.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全市职工勇当行动者、 改革者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深刻地改
变了中国的面貌。 按照中央和市委的部署， 全市职工
群众在这一年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改革开放庆祝纪念
活动， 唱响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时代强音。 一年
间， 在北京市委和全总的正确领导下， 全市各级工会
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
重要论述， 围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重大主题，
团结动员首都工人阶级积极投身改革， 全市职工爱岗
敬业， 立足一线， 奋勇拼搏， 建功立业， 取得了优良
的成绩。

2018年12月18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高度赞扬了中国人
民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郑重宣示了改革
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
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明确提出了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对外开放、 不断把新时
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目标要求。 首都各行各业
的劳动模范、 职工群众与工会干部第一时间收看收听
了大会的实况，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而后又组
织了各种形式的学习贯彻活动。 全市职工纷纷表示，
要发扬首都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 在新时代奋勇拼
搏， 争取更大光荣， 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重
要讲话精神贯彻到各自的实际工作当中， 勤奋工作，
建功立业， 再创辉煌， 在新时代为首都建设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2.全市工会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
2018年10月22日至26日， 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会期4天半。 出席会议的代表
团35个， 特邀代表约100名， 港澳来宾约40名。 中国
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是我国工会发展史上
的一件大事， 也是广大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

在会期以及会后， 全市广大职工群众认真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同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王沪宁代表党中央在中国工会十七大所
作的致词、 中国工会十七大工作报告、 王东明在十七

届一次执委会上的讲话、 大会闭幕词和 《中国工会章
程 （修正案）》 的主要精神。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及时向党委汇报习近平总书记
与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精神和中国工会十七
大精神， 立即组织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认真学习， 并
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好、 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好大会
精神。 组织专人进行宣讲， 在基层掀起学习宣传贯彻
的热潮。

同时， 紧密结合首都实际和各地区、 产业、 部门
和单位的实际工作， 积极主动有创造性地落实好中国
工会十七大提出的各项任务， 努力开创新时代首都工
会工作的新局面。

3.市总启动全市产业工人队伍状况调研工作
为制定 《关于推进新时期北京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的实施意见》，培养和造就一支与首都功能定位相
适应的产业工人队伍提供决策依据，2018年下半年，北
京市总工会启动全市产业工人队伍状况调研工作。

此次调研包括统计调查、问卷调查、行业调查和典
型调查四种方式。 调研内容包括5个方面：了解本市主
要产业、行业职工队伍的数量、结构等基本情况，产业
工人队伍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了解产业工人特别

是技能人才基本情况、思想政治建设情况、技能素质状
况、职业发展空间及权益保障情况；了解产业发展主要
区域的企业基本情况、人力资源数量及结构、人才需求
情况、职业培训和人才培养途径；了解企业在技能人才
培养途径、技能评价与使用和激励、发展通道、支撑保
障方面的改革措施； 分析当前制约产业工人思想政治
建设、职业素质提升、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
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

截至2018年下半年 ， 市总工会改革任务基本完
成， 制定和修订了管长远的制度文件55个， 改革各项
工作实现了既定目标，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各区总工
会全面启动和推进各项改革工作， 16个区总工会和经
济开发区总工会均已制定印发了改革方案， 产业系统
63个集团公司工会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同级党委通过并
实施， 全市工会系统形成了以上带下、 以上促下、 整

体联动、 稳步推进的良好态势。
《北京市总工会改革方案 》 经市委常委会研究 ，

报中央改革办同意， 于2016年12月底经市委批准印发
实施。 市总工会认真贯彻落实市委、 全总关于抓好改
革落实的部署安排， 积极主动、 全面谋划， 按照增强
“三性”、 去除 “四化”、 做强基层、 着力创新的总体
思路， 推进工会改革工作有序开展。

4.首都工会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5.首届“北京大工匠” 揭晓， 第二届评选活动启动
2018年4月， 首届 “北京大工匠” 名单出炉。 来

自首都10个行业 （工种） 的10位技能人才经过各环节
的比拼和评审， 最终荣获首届 “北京大工匠” 称号。
按照中央和北京市的政策规定， 市总工会将给予每名
“北京大工匠” 获得者一定物质奖励， 给予他们与北
京市劳模等先进人物在研修学习、 疗休养等方面的同
等待遇， 并支持其所在单位设立 “工匠创新工作室”，
同时连续3年、 每年给予10万元资金补贴， 鼓励 “北
京大工匠” 开展 “名师带徒” “技术创新” “难题攻

关” 等工作， 进一步形成以点带面、 传帮带的良好效
应。 首届 “北京大工匠” 选树采取 “报名不设门槛、
通过选拔赛、 挑战赛等各环节依次晋级” 的活动形
式， 这在全国各地的工匠评选活动中属首次。 通过
“零门槛” 报名和 “现场比拼” 的方式， 脱颖而出一
批 “民间高手” 和 “一线匠人”， 比如钳工选手贺伯
原就是通过社会报名， 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获得 “北
京大工匠” 称号。 第二届 “北京大工匠” 评选也已经
火热展开。

6.北京和谐劳动关系建设升级
2018年5月21日， 伴随着北京市协调劳动关系三

方委员会的建立， 运行已有17年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
会议制度实现了升级发展。 相对于原有的市协调劳动
关系三方机制， 三方委员会由协商议事平台变为议事
决策机构， 提高了领导层级， 增强了组织性， 工作内
容更加丰富， 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1年， 北京市建立了由市人力社保局、 市总工
会和市企业联合会组成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
度。 2011年， 市工商联作为企业方代表加入三方会
议， 形成了三方四家的协调劳动关系机制。

近些年， 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通力合作， 以构
建首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 建设和谐劳动关系首善之
区为目标， 坚持保障职工权益和促进企业发展相统
一， 充分发挥三方机制相互沟通、 平等协商、 合作共
事的优势和作用， 从劳动关系的建立、 运行、 监督、
调处和舆论引导的全过程入手， 先后召开52次会议，
研究确定200余项议题， 并积极组织和动员全社会力
量， 认真组织落实和共同推动劳动关系各项工作， 在
维护全市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保障首都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11月26日， 北京市总工会在海淀区中关村
智造大街召开北京市职工之家、 职工暖心驿站建设现
场推进会。 截至目前， 全市共建立公共区域职工之家
13个， 示范职工之家128个， 百人以上新建会企业职
工之家733个； 在苏宁小店等商超连锁店以及加油站、
银行网点、 楼宇社区、 车间班组， 建立了9150个职工
暖心驿站。 2018年以来， 市总工会积极探索职工之家

建设新路径， 提出建设 “公共区域职工之家” 和 “职
工暖心驿站”， 在商圈、 楼宇、 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
建设公共区域职工之家， 把原来单位内部的职工之
家， 扩展到社会、 公共区域层面， 为职工群众提供及
时方便的工会服务。 在便利店、 加油站、 银行网点、
房屋中介等不同业态场所， 推广建立职工暖心驿站，
因地制宜地开展 “小而精” 的便利服务。

7.职工之家与暖心驿站建设迈出大步

10. 《北京市全国劳模大辞典》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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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在北京市委和全总的正确领导下，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 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和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 在学习宣传贯彻、 团结
动员职工、 强化维权服务、 深化改革创新等方面取得新的成效。 盘点一年来的工会工作， 哪些新闻事件让你难以忘怀？ 哪些
又让你内心有所触动？ 本报编辑部以首都工会十大新闻的形式， 对2018年首都工会的大事件进行了整体梳理———

2018年开展 “双沟通” 试点工作以来， 全市共召
开1714场企业沟通会， 涉及3745家企业， 其中未建会
企业2616家， 与885家企业达成建会意向。 全市共召
开 870场职工沟通会 ， 咨询职工 5.35万人 ， 现场
申请入会1.55万人。 全年新增工会组织3531个， 涵盖
单位7875家， 新增百人以上单独基层工会1092家； 新
发展会员37.72万人。

近几年， 北京市总工会在基层组织建设上取得显
著成绩。 通过基层调研， 也发掘了工作中的一些问
题 ， 例如联系职工不密切 、 工作方法针对性不强、
有效指导不到位。 针对这些问题， 北京市总工会从规
范化基层组织建设入手， 创新工会组建流程和工作方
式， 确定了以职工为中心 “回归本源” 的工作方向，
最终摸索出了 “双沟通” 的工作模式。

8.“双沟通” 从试点到推广

9.“劳动光荣” 主题宣传有声有色
2018年1月18日，北京市“劳动广场”正式在北京奥

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国际区落成， 万余名历届北京市
劳动模范的名字全部被镌刻在名录石墙体上。 这是继
2016年北京市在明城墙遗址建成第一座劳模墙后，第
二座劳模墙正式与市民见面。

劳动广场由1块主题石、 20块名录石组成， 全部
选用青白石， 寓意为清白做人， 诚实劳动。 劳动广场
整体设计邀请了中央美院团队进行专业设计， 整个劳
动广场建筑群巧妙地融入了周边的环境， 使劳动广
场既符合首都现代城市定位， 又突出了劳模身份的无
比光荣。

2018年， 北京市总工会开展以 “劳动光荣” 为主
题的宣传教育。 开展了 “寻找千名最美建设者” “把
微笑祝福带回家、 为最美劳动者点赞” 等公益活动，

在京华大地上持续唱响 “劳动创造生活、 劳动创造幸
福、 劳动创造未来” 主旋律。

作为北京市总工会 “两节” 送温暖活动的重要内
容之一， 由劳动午报社牵头组织开展的 “把微笑带
回家， 为最美劳动者点赞” 公益活动继续深入开展，
不断拓展社会影响力 。 截至 2018年底 ， 此项活动
已开展3年， 3年来， 由新闻记者与摄影志愿者组成
的拍摄队伍， 行程数万公里， 深入生产一线， 已免费
为 5000余名一线农民工和普通劳动者拍摄了大幅
“微笑” 肖像照， 拍摄范围已从最初的建筑行业， 覆
盖到快递、 环卫、 公交、 保安、 建筑、 制造、 矿业、
教育、 卫生、 公安、 海关等数十个行业和领域， 深受
职工的欢迎， 被许多农民工兄弟称为 “最开心的新春
礼物”。

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