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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职工企业 谱写和谐篇章
大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充分激发广大职工群众劳动、创造、奉献的热情和力量，是有效调动劳动关系双方的积极性、平衡劳动关系
双方的利益关系、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的基础。为更好发挥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的示范引领作用，扩大创建活动的覆盖面，提高
创建活动的实效性，加强劳动关系矛盾的源头治理，嘉定于 2017 年 7 月启动了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由区人社局牵头，区总工会和区
工商联共同参与该项工作，街镇负责辖区范围内企业申报的宣传、发动、测评工作。最终，共有 211 家嘉定企业获评“上海市和谐劳动关
系达标企业”
。一起来看看，有哪些企业以及优秀的经验做法吧。
本版内容由区人社局提供

街镇服务企业发展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企业应当承
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当下中国劳
动关系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其形态
多样化、复杂化、市场化特征明显，一
方面现阶段企业不可能做到完全自
律，另一方面劳动纠纷时有发生，
市场
失灵比比皆是。在如此的大背景下，
作
为公共管理主题的政府部门需要利用
其政府职能优势，加快推进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构建和谐平稳共赢的劳动
关系。在嘉定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
活动工作中，嘉定各街镇主动出击，
发
挥政府职能部门优势，指导和帮助企
业成功创建为“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
达标企业”，形成了好的经验做法，创
新了工作机制。

嘉定工业区：广泛宣传，调动
企业积极性
根据市、区两级关于深入开展和
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的要求，嘉定工
业区通过广泛宣传发动、主动指导企
业等，成功创建 2017 年“上海市和谐
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28 家。
在创建过程中，嘉定工业区相关
部门发现，因为缺少有效激励，企业申
报的积极主动性不高。为提高企业申
报的主动性，嘉定工业区一方面积极
联系辖区用工规范的规模型企业及历
年成功创建嘉定区劳动关系和谐的企
业，通过 QQ 群、微信群等平台，将好
的经验做法以及成效分享出来。同时，
还在这些网络平台中，将 2017 年和谐
劳动关系创建的流程、指标及激励措
施等内容进行宣传告知，由此吸引了
辖区一批如大众动力总成、迅达电梯
等的优质企业积极申报创建工作。
此外，在区人社局的指导和培训
下，嘉定工业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联
合总工会、投资服务中心组成工作小
组，根据《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业务
手册》，将创建内容和指标等梳理成书
面材料，对于企业人事进行培训并下
发材料。并通过电话、网络、上门等形

式，
指导企业对标要求进行创建，
并整
理相对应的材料。

嘉定镇街道：好中选优，好做
前期排摸
为营造浓厚创建氛围，嘉定镇街
道积极宣传动员辖区内企业。
一方面，
利用平时网格队员日常巡查走访和志
愿者队伍进企业政策宣传活动，向企
业宣传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的目标
和意义。另一方面，多次召开动员会，
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创建培育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社会效应，并对
申报、测评、评审、公示、授予称号、辅
导及复审等创建流程进行说明。
同时，街道积极开展前期排摸指
导,做到好中选优。由于嘉定镇街道地
处嘉定老城区，辖区内企业单位规模
小而杂，尤其大型较规范的企业单位
更是少之又少。
在这种情况下，
前期工
作需要准备充分。街道对辖区企业按
网格进行排摸走访，联动工会与街道
劳动监察大队，积极探索在辖区内已
建设工会并签订集体合同的企业。在
上门走访的过程中若发现问题，及时
对企业进行指导，从而提高企业遵守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自觉性，从源头
上减少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因素，为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奠定基础。
同时，
对
申报的企业进行多次讨论删选，优选
原有区级和谐劳动关系称号的企业，
做到好中选优。

安亭镇：上门指导，逐一审查
企业材料
为认真贯彻市政府文件精神，确
保创建活动的顺利进行，安亭镇专门
成立了和谐企业创建活动领导小组，
根据工作职责，
对各个园区、成员单位
进行分工、落实任务，
由园区各经济发
展公司配合开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创建
活动，指导园区内各企业及各项目单
位的创建工作。
同时，对参与企业进行基本情况

摸底调查，并对选定企业进行上门指
导和落实。
由于在创建过程中，
发现申
报材料质量参差不齐：有部分单位的
申报材料整理有序，
装订成册，
制作精
良；
部分单位的申报材料相对单薄，
没
有装订，
这给后续评审带来一定难度，
降低了评审的效率。安亭镇对选定企
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逐一审查，
对不符合或不达标企业重新选定，最
后初步评选出了 30 家创建先进单位
予以推荐，29 家企业获评“上海市和
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

南翔镇：创新机制，引入第三
方机构
企业追逐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
要解决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
推动其走向和谐一致就必须充分发挥
政府的职能作用。
对此，
南翔的做法是
首先挑选一批企业业绩良好、企业文
化建设积极、社会责任有担当的企业
进行创建工作。
通过宣传培训等方式，
使企业树立正确价值观，认识到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不仅是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的内在要求，更是建设现代化企业
的必经之路。
在明确了创建企业范围后，南翔
镇在区人社局的帮助指导下，创新机
制，
通过引入完全独立于政企两方的、
有经验有资质的第三方测评服务机
构，根据创建标准对参评企业进行统
一指导、标准化评审并为初评合格企
业制作规范参评文书。整个过程做到
客观、公正、高效，此次创建工作打开
了一条新思路，
开创了一种新模式。
在
这样的机制下，企业的反馈也积极正
面。
经过此次创建工作，南翔镇共有
24 家企业成功获评 2017 年和谐劳动
关系企业。今后将发挥此次获评和谐
劳动关系企业的示范效应，通过宣传
经验、组织现场观摩学习等方式，
传播
积极的经验成果，发挥更大的社会效
应。

企业与职工互惠双赢
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关键是要
坚持以人为本。企业和职工不是对立
的两面，
企业为职工提供就业机会、
发
展机会，企业要做好做大同样离不开
职工的投入和支持。致力于构建和谐
的劳动关系，乍一看可能会增加企业
成本。但要认识到，企业只有不断改善
工作条件、
改善劳动者福利待遇，
才能
拥有稳定而高质量的职工队伍，继而
实现职工和企业的互利共赢。在获评
2017 年“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
业”的嘉定企业中，就有不少企业，坚
持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实现
企业与职工互惠双赢。

职业危害事故发生；职工教育方面，按
照集团干部员工培训方案，每年开展
为期 3 个月的半脱产教育培训，帮助
职工优化知识结构，提升综合素质和
履职能力；
职工权益方面，涉及职工切
身利益的事项，按照《企务公开实施办
法》规定公示并经职代会讨论决议通
过，为企业的健康和谐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文化福利方面，近两年集团
在职工之家、休息区的基础上，新设立
室外足球场、篮球场，新增集团舞蹈
队、瑜伽队、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
等职工业务爱好团队，极大地丰富了
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交发集团：科学合理的劳动
规章制度

工

上海嘉定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是一家嘉定区属国有公共服务类独资
集团公司，集团下属拥有各类子公司
20 多家，在册员工 2300 多名。近年来，
集团紧紧围绕区委区府“产业精准转
型、城市精美成长、民生精细服务、干
部精神振奋”
的发展要求，
以打造全国
知名的交通产业发展集团公司为目
标，
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狠抓实干、勇
于担当，
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017 年，集团本部及 3 家子公司同时
争创了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企业，进
一步加强和巩固了集团标准化建设以
及全力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劳动规章制
度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保障，集团按照
国家法律法规及区总相关规定，并根
据相关政策的变化及时修订完善，结
合集团“标准化年”的要求，一方面做
好和谐劳动关系企业的达标创建，另
一方面完成制度的标准化建设，做到
有法可依，
执行有力，进一步做好内控
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加强监督检查管
理工作。
劳动保护方面，严格执行《安全生
产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
定期开展安
全生产检查，
开展安全工作培训，
确保
职工劳动安全，并定期组织职工健康
体检和疗休养，多年来无重大伤亡和

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有限公司位于
嘉定工业区，是汽车制造类的中德合
资企业。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
理念，拥有完善的用工管理、职业培训
和薪酬福利体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保障员工福利；注重民主管理，各项制
度政策公开化、透明化。
尤其在关爱职工方面，依托“心联
网”建设，以心联互通为纽带，以服务
民生为抓手，从而实现，心之所向，共
赢成长；
以“回音壁”为抓手，及时搜集
民生信息，
响应员工需求，完善民生工
作月报的编制、发布、整改和反馈机
制；
以“员工关爱大使”队伍为抓手，组
建扩建员工身边的知心人、调解员队
伍，加强培训辅导，形成工作规范，真
正发挥化解潜在矛盾、排解负面情绪
的作用。同时，还建立“职工之家”，积
极组织开展职工合理化建议和各项文
体活动、立功竞赛，
加强企业精神文化
建设；健全的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及时
发现并介入解决劳动争议和突发事
件，
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公司以创建市级和谐劳动关系企
业为契机，
继续规范企业管理，努力把
和谐的劳动关系融入并贯穿于企业的
各项工作之中，避免劳资纠纷，把矛盾
化解在基层，形成公司上下互动、齐心
协力营造和谐劳动关系的良好氛围。

大众动力总成：真情关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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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区
“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名单
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汽车综合检测站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上海安亭经济发展中心
上海环洋经典展柜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阀门厂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汽车城零部件配套工业园区
上海永红零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新安磁阀有限公司
上海老盛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汽车城经济发展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巴兰仕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昌辉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同济经济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绿环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经济城发展中心
上海华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胜华波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细胞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集团有限
公司
上海安亭工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延华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科世达（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汽车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松鹤墓园
上海市安亭社会福利院
上海众达汽车冲压件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汽车城世茂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海恒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艾克森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风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绿地私营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华亭私营经济发展中心
上海稳利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杰宝大王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瓦姆石油天然气管业有限公司
上海帕弗洛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沪工阀门厂（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三牛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增奕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球明标准件有限公司
上海华亭息园
上海联化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世纪哈迪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圆迈贸易有限公司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格朗吉斯铝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雷诺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瑞科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盈达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伟翔环保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豪门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爱朗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中科深江电动车辆有限公司
上海川边日港精密塑料有限公司
卓越紧固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曼胡默尔滤清器（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新漫传感技术研究发展有限公司
熙可食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干细胞集团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好侍食品有限公司
英纳法汽车天窗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国上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三樱汽车管路有限公司
宫後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捷富塑料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开利运输冷气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雷博司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三环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疁城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燃气有限公司
上海景致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华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康家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
上海腾凌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日永金属有限公司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外运冷链运输有限公司
上海新铁链筛网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永得商标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大华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阪神电线有限公司
上海西马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高佳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华庄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艺杏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原田新汽车天线有限公司
上海先锋电声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新爱特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太太乐福赐特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兆丰制冷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申江锻造有限公司
上海曼托门业有限公司
上海荣威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鸿元展印有限公司
上海沪江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区菊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齿轮一厂

上海水之园经济城有限公司
上海帕克热敏陶瓷有限公司
上海菊园经济发展中心
上海北水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菊城环卫作业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天灵开关厂有限公司
上海正阳泡绵有限公司
上海嘉乐园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菊园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江南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华验精密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九橙（上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奥美尼齿轮有限公司
上海罗巴鲁富锌涂料有限公司
上海海湾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昊发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俊乐制冷自控元件有限公司
上海盈杰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麦加涂料有限公司
上海侨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五岳木业有限公司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鸿辉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莺食品有限公司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重机（上海）工业有限公司
震旦（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鹏达精密包装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三和汽车橡塑件有限公司
上海日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怡斯宝特面包工业有限公司
联钢紧固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鸿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日丰工艺品有限公司
上海帕卡兴产化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新翔清运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长园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德珂斯机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南翔工业开发区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国之鼎铁路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雷普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奉申制冷控制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兴翔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凯波特种电缆料厂有限公司
上海南翔物业有限公司
上海南翔老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区沪翔自来水厂
福斯润滑油（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古猗园小笼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猗园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南翔白鹤憩园有限公司
上海优耐特斯压缩机有限公司
奇兴家居（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永力笔业有限公司
上海酒店设备工程成套南翔厂有限公司
浩力森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士诺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华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贝通色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达昌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坦达轨道车辆座椅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敏孚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上海鸿达包装饰品有限公司
上海外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清竹园墓园有限公司
上海欧唯斯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一核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美世豪磨料磨具（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望仙安息园
精进百思特电动（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龙钰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联盈塑料印刷有限公司
莱尼电气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诺地乐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庆良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川岛织物（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珀韵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泓阳机械有限公司
奇力速电动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优宝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鑫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电器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欣源液压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上海保龙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诚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锠新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飞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永成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世康特制药有限公司
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富茂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仙乐息园
上海派斯德生化有限公司
上海太平洋制泵(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申欧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嘉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流金岛经济城有限公司
上海真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真新经济城有限公司
上海永绿置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