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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马马超超

和谐常在 牡丹长开
———北京牡丹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创建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纪实

“牡丹集团获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了！” 近日， 喜讯传到了北京牡丹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牡丹集
团”）， 职工们都乐滋滋的。

“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京城。” 牡丹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家彬说， 近年来， 在2014年APEC峰会、 2017年 “一
带一路” 高峰论坛、 全国双创周等重要场合都出现过牡丹集团的身影， 作为一家成功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到智慧服务业转型的
首都老国企， 牡丹集团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在创建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中， 牡丹集团有哪些做法呢？

“牡丹集团维护职工的经济
权益、 政治权益、 文化权益、 社
会权益， 营造了一个和谐稳定的
劳动关系环境， 吸引了一批高层
次人才， 保障和促进了企业的转
型发展。 目前， 牡丹集团本科以
上学历人员比例超65%， 收入稳
步增长， 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二次
腾飞期。” 王家彬说。

王家彬告诉记者， 牡丹集团
在改革的不同阶段， 科学处理效
率与公平的关系， 先后采用 “稳
定压掉一切”、 “以效率促公平、
以公平保效率” 的指导方针， 成
功处理了改革、 发展与稳定的关
系。 坚持 “不签合同就不上岗”，
切实把签订劳动合同作为了保证
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 制定
并严格执行加班调休制度， 根据
业务特点， 在每年8月集中休年
假。 实行上发薪制， 职工月度工
资提前支付。 建立了集团与产业
园安全管理一体化的架构， 推行
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制 ， 编制了

《牡丹集团安全文化手册》 ,开展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 建立了突
发 事 件 应急反应机制 ， 确保了
十年无安全生产、 消防、 交通、
治安等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
2017年前， 在岗职工收入年年增
长， 八年增长三倍多， 离休干部
“政治待遇、 生活待遇” 得到充
分保障。 目前， 退休职工社会保
障的行业社会化集中管理、 企业
年金长期激励制度、 非经营性资
产的社会化剥离和移交， 也都已
经基本完成。

王家彬说，牡丹集团坚持“无
论高管层还是普通员工在人格上
都必须被一视同仁”的理念，从新
一代职工的实际诉求出发， 切实
发挥党政工团的联动， 引导职工
参与企业管理。 对企业发展做出
过特殊贡献的同志， 对在牡丹集
团奉献半生、光荣退休的同志，一
律授予“牡丹劳动勋章”。

董小红告诉记者， 牡丹集团
成立了困难职工补助委员会， 每

年 “五一” “十一” 和春节集中
使用阳光资金和送温暖资金。 对
不满30岁的未婚职工每月给予一
定的租房补助。 年均对因病致困
退休职工予以困补近200人次 ，
自 2008年以来累计超过 2000人
次。 每年预算设立20万元的应急
保障资金， 用于支付职工突发性
疾病或其他困难。

“发展为了职工、 发展依靠
职工 、 发展成果由职工共享 ”，
牡 丹 集 团 坚 持 “ 用 发 展 的 眼
光 看 问题 、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
问题、 在发展中解决发展遇到
的难题 ” 的思路 ， 着力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 经过全体干部职工
的不懈努力， 已经成为了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 、 国家级AAA级
信 用 企 业 、 国 家 小 型 微 型 企
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全国企
业文化示范基地， 荣获过全国工
人先锋号、 首都文明单位、 北京
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单位等
称号。

以党建引领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解决企业发展为了谁的问题

做法一：

王家彬介绍说， 牡丹集团的
前身北京电视机厂始建于 1973
年， 曾创造了著名的牡丹电视品
牌。 历史上，牡丹作为试点，参加
过工业生产责任制、 承包经营责
任制、有限公司制改革，是“全国
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和
第一批债转股企业， 经受过从计
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洗礼， 经历
过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变迁。 “十
一五”以来，面对化风险、保稳定
与谋发展的矛盾和特别困难的经
营局面， 面对近两千名职工可能
带来的劳动关系风险， 企业坚决
承担起责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依托，全
面向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转型，保
持了企业的和谐稳定。

创新党建带工建机制， 让职
工有 “主心骨”； 创新权益维护
方式， 让职工有 “娘家人”； 创
新职代会职能， 让职工有 “定心
丸” ……据牡丹集团工会主席董
小红介绍， 企业战略的制定实施
和重大事项， 都通过党组织渠道
和厂务公开渠道， 广泛征求职工
意见、 进行深入解读宣贯， 使企
业发展同职工利益在战略层面就
紧密地统一起来。 党组织成为群
众的 “主心骨”， 职工对未来有
了信心。

董小红说， 在下属9家劣势
企业破产退出过程中 ， 党委指
导、 工会落实， 共同指导基层职
代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文
件的要求履行程序， 合理、 稳妥
安置职工941人， 职工切身利益

得到了有效保证 。 自 2009年以
来， 《集体合同》 的三次续签，
都最终以职工代表大会的形式讨
论通过并正式实施。 2010年， 选
拔了几位政治素质高、 处事公正
的职工代表， 成立企业调解委员
会， 对劳动争议和影响劳动关系
和谐稳定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
由调解委员会先行调解。 同时，
配备了一名专职、 一名兼职的职
工心理咨询师， 教育引导职工通
过正当途径合理表达诉求， 依法
维护自身权益。 此外， 对历史遗
留的有争议的劳资问题， 请了解
历史、 熟悉情况、 有威望的老同
志参与调解， 把纠纷变成 “家务
事”。 工会切实提高了履职服务
能力， 让职工真正体验到了 “娘
家人” 的温暖。

董小红介绍， 在党委的领导
下 ， 扩大了职工代表组长联席
会、 职工座谈会等议事范围， 将
涉及职工思想领域的企业文化建
设、 涉及企业维护稳定等难点工
作纳入职代会讨论范畴， 赋予了
职代会更多的权利和职能。 以职
代会决议的形式审议通过了牡丹
企业文化的主要成果———《牡丹
宪章》 《牡丹宪法》， 赋予了它
与 《公司章程》 同等的地位。 通
过职代会决议 ， 设立 “稳定资
金”， 筹足1.2亿元作为长期稳定
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 每一次动
用稳定资金， 都做到职工代表组
长联席会审议通过。 职代会在企
业经营中的这种不可或缺， 让职
工对权益保障有了 “定心丸”。

以和谐文化筑牢和谐劳动关系基础
解决企业发展依靠谁的问题

做法二：

2017年， 中国国家形象宣传
片 《中国进入新时代》 播出后，
牡丹集团人一下子振奋了 。 原
来， 牡丹集团的一名一线职工 、
保洁班班长李旭钧出镜了。 随着
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播放， 李

旭钧已经成了 “红人”。
王家彬告诉记者， 李旭钧是

一名普通的劳动者， 但他成为了
新时代中国形象的代言人， 牡丹
集团以和谐文化筑牢和谐劳动关
系为基础， 解决了企业发展依靠

谁的问题。
王家彬说， 经营企业就是经

营人心； 坚持 “历史不是包袱，
而是资源 ” ， 尊重价值 ； 坚持
“人力资源不在消耗 ， 而在创
造”， 尊重人才； 坚持 “资源有
限、 智慧无限”， 尊重创造。

为此 ， 牡丹集团通过编撰
《牡丹宪章》 和 《牡丹宪法》， 使
“创新创造价值” 成为全体职工
的共同信念和追求， 有力促进了
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王家彬说， 牡丹集团把老同
志作为企业发展的宝贵财富， 充
分发掘利用， 正确处理好了新老
业务之间的关系。 2009年， 以电
视检测专家徐康兴为带头人， 成
立 “徐康兴” 职工创新工作室。
工作室参与制定和修改数字电视
检测技术等国家和行业标准共25
项， 主导制定2项国家标准， 填
补1项国内空白， 分别荣获 “北
京市工人先锋号” 和 “全国工人
先锋号 ” 荣誉称号 。 产业转型

中， 许多老职工面临结构性不适
合， 牡丹集团通过加大职工培训
力度、 内部消化、 向翠微集团等
园区内企业集体推荐等方式， 把
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变成了牡丹园
区合格的物业管理者和高质量的
服务业专家， 在企业的大变局中
没有硬性裁员一个人。

据介绍， 牡丹集团高度重视
职工的教育培训， 按照营业收入
的1.5%确定培训费下限。 近三年
来， 共组织特色培训活动20余期
近千人次 ， 促进了员工知识更
新 ， 使员工适应和跟上公司变
革、 创新和发展的需要。 成立青
年人才成长基金， 集团公司承担
各经营单位取得硕士学位员工的
人工成本一年， 解决短期经营和
长期人才培养的问题。 在牡丹智
能制造服务云平台 （IMS）、 大
数据舆情系统、 国内首台5G+8K
转播测试车等创新成果的研发
中， 这些高级人才、 年轻人才都
发挥了骨干作用。

“一个智能电表的小发明就
为企业带来过上百万元的成本
降低 。 10年来 ， 职工累计提出
合理化建议共 2604项 ， 其中获
奖 和 采 纳 4 70项 ， 管理创新奖
193项，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7项。”
董小红告诉记者， 2009年以来 ，
党委牵头、 工会组织， 坚持开展
以 “牡丹宪法 ” 为核心内容的
“双增 双 节 ” 劳 动 竞 赛 活 动 ，
聚 焦 改 变生产方式 、 改造设计
规程、 改革工艺流程、 改善管理
流程、 改进规章制度 、 提供 解
决方案等五改一提供 ， 面向普
通 职 工 开 展 “ 职 工 合 理化建
议 ” 竞赛 ， 面向管理人员开展
“管理创新” 竞赛， 面向科技人
员开展 “科技进步” 竞赛， 做到
了劳动竞赛的企业员工全覆盖。
以此为基础， 牡丹集团先后获得
国家级管理创新成果二等奖两
次、 北京市级管理创新一等奖四
次、 二等奖七次， 企业也获得了
良好的经济收益。

以权益保障体现和谐劳动关系成果
解决企业发展成果归宿问题

做法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