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4月
24日至25日， 中国中共党史学
会中国工人历史与现状研究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 学术研讨会暨2021年年会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召开。研
讨会的主题是“中国工人运动、
工会与中国共产党———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与会
专家学者围绕党史与工运史研
究的理论问题展开研讨。

研讨会包括主旨报告、分
论坛、新锐论坛等环节。主旨报
告阶段， 中国工运研究所所长
闫宇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党建部副主任卢毅、中
国人民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教
授王东、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石
云、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张龙平、北京长辛店“二

七”纪念馆馆长刘德华、中国劳
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永玺分别以
“进一步做好工运史研究工作”
“工运史研究与党史学习教育”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关
于党史的重要论述的几点体
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工会：内涵、体系、价值”“原则
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民主革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对 “八小时工
作制” 的认识与实践”“如何发
挥好北京长辛店“二七”纪念馆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作用”“关
于宣讲中共党史应注意的几个
问题”为主题做报告。

在分论坛环节， 与会代表
围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及
新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工人运动
和工会运动及其相互关系”“百
年历史视野下党的群团组织思

想、 制度及其实践经验研究”
“百年历史视野下的马克思主
义工运理论中国化研究” 等12
个问题踊跃发言、分享观点，交
流经验。

据悉，来自全国总工会、中
国李大钊研究会、 中共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 中国工运研究所等单
位的学者、 工会工作者和在校
研究生等110余人参加会议。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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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讯 （记 者 张 晶 ）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
地前进……” 时值第26个世界
读书日之际， 首都职工素质建
设工程通过微信端移动职工图
书馆 ， 开展了 “职场匠心领
读·云诵红色经典” 朗读活动，
号召广大职工用诵读这一特别
的方式， 重温红色经典、 传承
红色基因， 为党和祖国献上深
情的祝福。

据悉，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
工程移动职工图书馆将 “互联
网+” 与日常阅读深度融合 ，
自去年11月正式上线后， 颇受

广大职工欢迎。 此次活动， 素
质工程依托职工图书馆线上阅
读平台， 面向全市各企事业单
位职工开展 ， 职工报名成功
后， 即可在文库中选择喜欢的
篇章进行朗读， 录制专属的声
音作品。

与此同时， 立足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的重要时刻， 首都
职工素质建设工程的 “职工书
柜”还打造了“百年风华”主题
书柜，聚合百余种精品图书，做
好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
作， 用数字化为繁荣发展先进
职工赋能。

据了解 ， 今年 “职工书
柜 ” 将围绕庆祝建党百年主
线， 陆续更新系列主题图书，
全方位多角度地讲好中国共产
党故事， 大力唱响庆祝建党百
年的高昂主旋律， 为广大人民
群众提供内容鲜活、 形式新颖
的精神文化食粮。

实施一街、一楼、一园区和谐劳动关系“微循环” 服务“两区”建设

本市今年将推进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向基层延伸

首都职工素质工程引领职工“云诵”红色经典

4月26日，“首都职工心向
党，同心接力绣党旗”活动在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举行。来
自首都志愿者、 石刻博物馆，
及北下关街道的机关干部和
社区群众百余人齐聚一堂，用
“一针一线”共绣党旗的形式，
表达同心向党的美好情感。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首都志愿者
“一针一线”绣党旗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通讯员
潘财炳） 近日， 北京工业大学第
九次教职工代表大会、 第十四次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
开。 据悉，五年来，该校第八届教
代会提案交办率达到100%，实现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会上， 北工大副校长、 校工
会主席刘建萍作教代会、 工会工
作报告。 五年来， 北工大教职工
代表的提案质量和落实效果逐年
提高， 很多提案内容涉及学校改
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以及教职
工普遍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第八届教代会共收到代表提案和
意见建议 122件 ， 提案交办率
100%。 同时，校工会构建以精准
帮扶为重点的职工服务体系，为
全体教职工及女教职工特殊疾病
投保， 实现大病险和女工险的全
覆盖； 分类做好困难职工精准帮
扶工作。 该校工会至今已组建17
个教职工社团协会， 1000多名教
职工参与其中。

2016年至2020年，北工大有5
个部（院）分工会二级小家获评北
京市先进教职工小家，22个分工
会二级小家获评教育系统职工暖
心驿站。

刘建萍介绍，新一届教代会、
工会将持续推进学校民主管理体
系建设， 推动教职工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深化开展“健康工大”幸
福工程系列活动， 扩大教职工活
动覆盖面； 利用职工之家的场地
优势， 定期邀请专业人士提供心
理健康辅导， 把职工之家真正建
成教职工凝心聚力的“加油站”和
可信赖的精神家园。

北工大校长聂祚仁作学校工
作报告。他表示，学校将进一步强
化价值引领、转变发展方式、提升
发展效益、厚积大学文化、增强办
学实力， 希望全校教职工积极参
与到学校重大事项的研究、 论证
和决策中来，实现“十四五”建设
的新篇章。

北京市教育工会主席宋丽静
对五年来北工大第十三届工会委
员会积极发挥学校党政联系教职
工的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为全校
教职工办好事、 办实事的工作成
效予以充分肯定。 她希望北工大
新一届工会委员会在今后的工作
中抓学习、 读党史， 深化维权服
务，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动员全校
教职工为实现学校高质量发展而
努力奋斗。

五年来教代会提案交办率达100%

健健身身赛赛中中感感受受运运动动快快乐乐
近日，北京天文馆工会开展了职工健身大赛。馆内职工通过参与俯

卧撑、平板支撑等健身项目，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本报记者 盛丽 通讯员 苏晨 摄影报道

首都机场安保公司工会组织职工春季健走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郭宏华）近日，首都机场安保
公司工会分批次组织800余名干
部职工前往怀柔雁栖镇神堂峪栈
道开展春季健步走活动。

活动中设置了热身操、 园内
廉洁步道参观、 学习廉洁文化知
识等活动。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

仅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使大家深刻感受到公司工会的温
暖和关怀， 更进一步提升了团队
凝聚力。 ”职工表示。 据公司工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春季健步
走活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友
谊，也为广大青年职工互相了解、
加强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中国工人历史与现状研究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记者从
近日召开的北京市协调劳动关系
三方“夯实三方机制 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专题会议上了解到，今年
将重点推进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
制向基层延伸、 向功能化方向发
展，实施一街、一楼、一园区和谐
劳动关系“微循环”，通过三方工
作站等形式， 从源头上预防化解
劳动关系矛盾纠纷， 不断提升劳
动关系治理能力，保障和促进“两
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和谐
稳定。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

给企业发展尤其是初创企业的健
康运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020年11月， 市协调劳动关系三
方制定了 《北京市劳动关系和谐
同行能力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
围 绕 建 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示范区和中国 （北京 ）自
由贸易试验区具体要求，提出三
年内为100户“两区 ”新注册高科
技企业提供用工指导服务， 帮助
企业提高用工管理水平， 从源头
上预防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纠纷。
中关村创业大街三方工作站借助
已经举办两届的 “未来人才集

市”，在人才与岗位的需求之间架
起桥梁。通过对接，活动期间共有
33家中外大型企业和初创型科技
企业带来了千余岗位， 而初创企
业背后有33家融创企业联盟的大
企业做产业支持， 使得发展后劲
足、岗位更稳定。

“这只是创业大街三方工作
站发挥作用的一个例子。 企业发
展速度快，随之而来的用工成本、
劳动纠纷等问题也有所凸显。”市
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应势而
为， 中关村创业大街三方工作站
于2019年1月28日揭牌，办公地点

就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 是海淀
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的派
出机构， 也是全市首家协调劳动
关系工作站。 三方工作站针对企
业管理运营、 人员选用、 集体协
商、竞业限制、劳动争议调解等劳
动用工方面的需求， 为企业和职
工提供一站式指导和服务， 助力
企业发展， 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
益， 是近年来海淀区三方推进新
形势下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
设的创新举措和有力实践。

据了解， 中关村创业大街协
调劳动关系三方工作站由海淀区

三方各成员单位分别派人进驻，
实行工会常驻、人社局轮岗、企业
协会配合的工作形式和三方一
体、四项功能、一个平台的 “341”
工作模式， 以服务功能效率最大
化为准则，三方协调协商、合作共
促、融为一体，一站式服务“双创”
企业和职工， 携手把创业大街三
方工作站打造成为劳动关系工作
的研究站、企业与职工的沟通站、
劳动关系情况信息的收集站、劳
动纠纷争议的化解站、为“双创”
企业和职工提供服务的服务站以
及和谐劳动关系氛围的营造站。

北工大教代会提案“件件有着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