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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富 厂 务公开内容 ， 创新
厂务公开形式， 规范厂务公开
程序……首钢集团、 首农食品集
团、 北京公交集团在落实厂务公
开民主管理工作过程中， 多措并
举、 各显其能。

近年来， 随着搬迁发展、 转
型发展以及集团组织架构的调
整， 首钢集团党委更加注重把职
工关心的热点、难点、关键点作为
厂务公开的重点。 在坚持以职代
会作为厂务公开的基本载体和主
要实现形式的基础上， 首钢集团
同时采取专用公开、制度化公开、
特有公开、 新闻媒体和信息化手
段公开、 重大事项公开等五类公
开形式，拓宽了厂务公开渠道。此
外， 该集团还建立厂务公开组织
体系， 设立企业改革发展重大决
策事项、 企业生产经营管理重要
事项、 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重要事
项、 企业领导班子和党风廉洁建
设重要事项四个公开小组， 确保
厂务公开程序规范、 透明。

“在厂务公开的内容上， 我
们严格按照制定的菜单式公开原
则 ， 结合企业实际逐一进行公
开。 在厂务公开的方式上， 我们
采取了多措并举的方式。” 首农
食品集团负责人介绍说。 据悉，
集团凡是涉及企业的重大决策、
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事项、

大额资金的使用等， 都要通过职
代会进行审议， 接受职工代表的
监督。 集团通过职代会、 厂务公
开栏 、 视频设施以及 “两微一
端 ” 等新媒体渠道 ， 在专项报
告、 评优评先、 典型宣传等事项
做到应公开尽公开。 “近年来，
我们一直在充分发挥厂务公开民
主管理的积极作用， 积极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 。” 该负责人表示 ，
面对集团战略推进过程中出现
的 新 情况 、 新问题 ， 他们主动
作为、 早期介入。 特别是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 首钢集团各级党政
工积极维护职工权益， 督促和协
助企业为职工提供必要的劳动保
护条件， 协调解决防控物资购置
等问题， 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围绕职工关心关注的问题，
北京公交集团创新 “聆听 ” 形
式， 提升民主管理 “温度”。

“您好，这里是客四工会，您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上午10点，
北京公交集团客四分公司工会工
作人员白砚玲接到了职工打来的
热线电话。 在客四分公司的各基
层场站公开栏里， 职工都能看到
一张写有客四工会职工热线电话
的粉色纸张。每个周一到周五9点
到17点， 职工都可通过拨通这一
串数字为心中的疑问找到答案，
工会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这个小

小的热线听到职工的诉求。
据北京公交集团第四客运分

公司工会主席李晓春介绍， “除
开通了职工热线电话， 我们分公
司工会还不断创新宣传载体， 打
造 ‘客四工会网上职工之家’ 宣
传阵地。 对职工劳动生产竞赛活
动、 职工互助帮困活动、 职工互
助保障项目等关系职工切身利益
的内容进行线上公开， 不断提高
厂 （队） 务公开的及时性和广泛
性。 另外， 各基层车队工会还围
绕职工关心关注的问题， 设置定
期职工开放日， 摆放咨询台， 倾
听职工心声。”

不仅是客四分公司， 北京公
交集团不断丰富活动方式， 拓展
民主管理深度和广度。 集团公司
和二级单位主要领导每年都要设
置不同的议题， 分别召开职工代
表座谈会， 针对企业生产经营等
方面的问题了解情况， 倾听意见
和建议。 此外， 还会开展为企业
发展建言献策等合理化建议活
动， 围绕提高运营服务质量等，
发动职工代表广泛参与， 主动征
求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以2021年为例， 集团公司
征集了涉及经营管理 、 职工生
活、 技术创新、 教育培训等方面
的合理化建议96条， 评选最佳、
优秀合理化建议奖， 并将相关意
见汇总转相关部室。” 王秀英说。

北京公交集团基层车队职工查看队务公开相关内
容， 了解车队各项生产指标的完成情况

首钢集团召开第二十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首农食品集团二商东方集团公司召开工资集体协商会议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陈曦 盛丽

这些企业走在前作示范
？？如何做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

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 “指南针”， 持续深入推进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 探索创新工
作方法， 组织职工有效参与民主管理、 开展民主监督…… 《关于深化市管企业厂务公开民主
监督工作的意见》 下发以来， 首钢集团、 首农食品集团、 北京公交集团等企业高度重视职工
实际需求， 结合企业自身特点， 创新形式、 丰富内容， 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方面作出表
率。

成立厂务公开领导小组，确
保组织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从集
团层面让职工深化对该工作的认
识……首钢集团、首农食品集团、
北京公交集团三大集团在开展厂
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过程中，始
终把党的领导作为“指南针”。

首钢集团建立了由党委书
记、 总经理任组长， 党委副书记
和工会主席任副组长， 各专业部
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厂务公开
领导小组。 明确了党委为厂务公
开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 行政
主要领导作为厂务公开工作的
“第一执行人”； 工会在党委领导
下， 积极配合行政做好厂务公开
民主管理工作， 充分发挥职代会
作为厂务公开主要载体的积极作
用； 纪检监察部门是厂务公开工
作实施监督检查的“牵头人”。 形
成了党委统一领导、 行政主体到
位、 工会主动配合、 纪委检查监
督、职工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

“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这项
工作上 ， 我们一直坚持党的领
导。” 首农食品集团工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 “多年来， 虽然我们
集团多次重组， 集团领导多次调
整， 但是集团公司党委都会及时
对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 确保
领导小组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

与此同时， 首农食品集团及所属
企业党委将厂务公开民主管理与
党建工作结合， 将其列入党委重
要工作议程， 定期听取汇报， 研
究问题， 提出意见要求， 形成了
“党委领导坚强有力， 行政主体
主动到位， 工会组织协调认真，
纪委监督检查有序， 职工参与积
极热情” 的良好局面。

“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共同
负责、 有关方面齐抓共管、 职工
群众广泛参与。” 这是北京公交
集团党政班子始终坚持的领导体
制和工作机制。 为了强化机制，
该集团通过多种形式不断深化广
大干部职工对厂务公开民主管理
工作的认识。 “无论在座谈研讨
会还是在干部培训上， 我们都强
调， 把民主管理工作放在工作全
局中去谋划、 部署、 落实， 不断
增强做好新时代企业民主管理工
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把民
主管理作为激发职工的劳动热情
和创造活力， 弘扬好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引导广大
职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
力军作用的重要途径； 把民主管
理作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的有效措施。” 北
京公交集团工会主席王秀英介绍
说。

首钢集团、 首农食品集团、
北京公交集团通过健全工作机制
和制度体系， 明确工作职责， 提
升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意识， 畅
通职工民主参与渠道， 让厂务公
开民主管理工作体系明晰、 解决
问题有效。

据首钢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 集团梳理层级、 界定职权，
确定并定位了三型职代会， 即：
由首钢集团召开、 改制企业和外
埠钢铁企业作为正式代表参加的
首钢集团职代会， 股份公司、 京
唐公司等36家单位召开的公司型
职代会， 水厂铁矿、 运输部等72
家单位召开的工厂型职代会。 同
时 ， 该集团制定了代表提案受

理、 职代会决议执行、 职工生活
服务、 厂务公开集体协商及劳动
安全监督、 领导班子及领导人员
民主评议、 代表资格审查等专门
委员会工作细则 ， 做到规范运
行 。 设置职代会提案专门委员
会， 做到 “事事有交代， 件件有
着落”， 并将涉及企业生产经营
和职工切身利益重大事项的提案
纳入到党委重点工作中。 此外，
对厂务公开工作实行分级负责
制， 成立了首钢厂务公开领导小
组、 领导小组办公室， 企业改革
发展重大决策事项、 企业生产经
营管理重要事项、 涉及职工切身
利益重要事项、 企业领导班子和
党风廉洁建设重要事项等多个单

项小组。 各单项小组公开相应事
项 ， 增 强 职 工 对 企 业 的 信 任
度 。

首农食品集团把职代会、 厂
务公开、 职工董事监事三项制度
有机整合， 推进职工民主管理制
度体系建设， 拓宽职工利益诉求
渠道， 保障职工知情参与、 协商
共决、 评议监督等权利， 促进基
层民主建设。 制定了 《北京首农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实行厂务公开
加强民主管理实施办法》 等一系
列制度文件 ， 确保工作有据可
查、 有制可依。 同时， 加强职工
董事、 职工监事制度建设。 集团
所 属 二 级 公 司 制 企 业 均 经 民
主 程 序选举了职工代表进入董
事会和监事会； 对改制、 重组企

业或新设公司， 一律完善职工董
事、 职工监事制度。 此外， 该集
团还特别注重民主管理与协调劳
动关系机制有机结合。 例如关系
职工切身利益的集体合同、 工资
专项合同的协商、 签订、 履行等
环节都在职代会的监督下进行。
“现在， 我们集团二级企业集体
合同建制率达到100%， 三级企
业建制率达到95%以上 。” 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

多年来， 职代会已成为北京
公交集团健全各项制度措施的
“助推器”， 在集团厂务公开民主
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王
秀英介绍， 集团坚持职代会的各
项议题经党委审查同意； 坚持凡
是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

项、 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都要依法履行民主程序， 提前7
天将待审议文件发至职工代表广
泛征求意见， 请职工共同决策；
坚 持 公 司 经 理 层 每 年 向 职 代
会 报 告工作 ； 坚持职代会或职
工大会无记名票决的方式通过职
工分流安置方案。 与此同时， 集
团 通 过 建 立 适 合 公 交 特 点 的
民 主 管理工作制度让职代会更
加完善， “特别是 《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
设的意见》， 明确规定了三级职
代会的职权 ， 规范了职代会届
期、 职工代表比例、 工作制度等
内 容 ， 为 全 系 统 加 强 和 规 范
职代会建设奠定了基础。” 王秀
英说。

实招多样形式和多元内容是

坚持党的领导是 根本

完善机制建设是 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