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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
复查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省总有关部门、驻会产业工会：

为贯彻落实全国厂务公开协调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精神，广

东省厂务公开协调小组决定开展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复

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复查对象

2003 年以来受表彰的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119

家）、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位（13 家）（附件 1）。

二、组织实施

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复查工作在广东省厂务公开协

调小组领导下进行，由省厂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具体指导监

督。按照“谁推荐、谁复查”原则，开展复查工作，所有推荐单

位组织实施的流程、要求、进度安排等进度事宜参照工作要求（附

件 2）进行。

三、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厂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向各

推荐单位提供受表彰先进单位名单。各地、市厂务公开协调领导

机构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认真研究部署，制定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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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复查工作落到实处。

（二）确保复查实效。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学习《全国厂务公

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评选表彰办法》，严格按照标准、程序组织

自查复查。自查复查过程中，要坚持客观审慎、实事求是原则，

严肃工作纪律，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对落实复查工作不力、敷衍

应付的，要予以通报批评。复查对象在规定时间内不上报自查报

告或弄虚作假、消极应付的，各地、市厂务公开协调领导机构可

直接作出拟撤销称号的处理意见。各有关单位要积极争取党政支

持，以复查工作为契机，着力解决民主管理制度不落实、职代会

程序不规范、作用难发挥等问题。

（三）其他事项。请于 2022 年 9月 30 日前填报全国厂务公

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复查结果统计表（附件 3），形成 2022 年复

查工作情况报告，邮寄至广东省总工会厂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

同时报送以上材料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szgh_mzgl@gd.gov.cn。

如有问题请及时与省厂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朱斌辉 020-86153191 邓 硕 020-86153190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东园横路5号广东省总工会基层工作部

附件：1.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名单

2.广东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复查工作要求

3.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复查结果统计表

广东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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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名单（119 家）

2003 年（12 家）

珠海市公共汽车公司

华能汕头电厂

广东惠阳印刷厂

东莞市东糖实业集团公司

南海市南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市自来水公司

广东省电信公司阳江市分公司

广东省科学院

广东省广电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石油化工总厂

广东省烟草专卖局（公司）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

2007 年（20 家）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广东省电信公司

广东电网公司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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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远洋运输公司

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

湛江港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

中山大学

广州邮区中心局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欧派橱柜企业有限公司

汕尾市陆河县供水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将石村溢兴顺时装厂

汕头市南华建筑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阳江十八子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梅州烟叶复烤有限公司

2010 年（20 家）

广东省邮政公司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广东宝丽华电力有限公司

广东发展银行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沙角 C 电厂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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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五洲药业有限公司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东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

广州康采恩医药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广东电网公司深圳供电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凤凰社区工会联合会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华强三洋马达有限公司

惠州学院

陆丰市龙山中学

2013 年（30 家）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迅运输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度假村酒店有限公司

广东电网公司汕头供电局

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粤电新丰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梅州市邮政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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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东莞技研新阳电子有限公司

江门市兴江转向器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广东电网公司阳江供电局

清远市广硕鞋业有限公司

湛江市安佳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潮州分公司

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

云浮广业硫铁矿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第一人民医院

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广东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广东省华海糖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

2017 年（18 家）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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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珠海供电局

陆丰市人民医院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韶关烟叶复烤有限公司

景旺电子科技（龙川）有限公司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江水务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中山市盈科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

广东众和化塑有限公司

广东玛西尔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市创佳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供电局

广东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2020 年（19 家）

广东大翔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龙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海源再生水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酒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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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住润电装有限公司

广东宏达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粤电大埔发电有限公司

江门气派摩托车有限公司

阳江喜之郎果冻制造有限公司

茂名华达投资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要区康成五金有限公司

清远敏惠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揭东分公司

云浮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罗定分公司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京珠北分公司

饶平县第二中学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区

深圳市航嘉驰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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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位名单（13 家）

2013 年（3 家）

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公司

广东欧派家居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7 年（5 家）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江门市兴江转向器有限公司

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医院

2020 年（5 家）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中山市盈科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陆丰市人民医院

湛江市安佳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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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
复查工作要求

一、复查对象

2003 年、2007、2010 年表彰的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

单位（119 家）。

2013 年表彰的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位（13 家）。

二、组织实施

1.各地级以上市厂务公开协调领导机构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

本地区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和示范单位的复查工作。

2.驻会产业工会分别负责组织实施系统内全国厂务公开民

主管理先进单位和示范单位的复查工作。

三、复查处理。根据复查对象具体情况不同，给予保留称号、

限期整改、撤销称号等不同处理。复查对象破产、终止或撤销的，

应及时收回证书和奖牌，并做好登记。

（一）基本依据。复查工作以《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

先进单位评选表彰管理办法》（国厂开组办发〔2020〕4 号，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规定的基本条件为基本依据。

（二）保留称号情形。复查对象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基

本条件，保留称号。复查对象因改制重组等原因整体并入其他单

位且符合基本条件的，所获称号作为历史荣誉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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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期整改情形。复查对象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管理

办法》规定的基本条件，但能够在接到限期整改意见后的一年内

完成整改，经自查和省厂务公开协调领导机构审核通过后，保留

称号。

（四）撤销称号情形。复查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撤

销称号，收回证书和奖牌：

1.因民主管理制度不落实，导致出现重大群体性事件或产生

重大劳动纠纷案件的；

2.最近一年内发生过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三年内发生过

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职业病危害严重，能源消耗超标、环境

污染严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不整改的；

3.存在未依法签订履行劳动合同、拖欠职工工资、不依法缴

纳职工社会保险等违反劳动法律法规问题的；

4.其他需要撤销的严重情形；

5.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四、复查程序

（一）复查对象自查

复查对象应严格对照《管理办法》关于评选表彰的基本条件、

撤销称号的情形等有关规定，进行自查。自查环节，应通过职代

会等民主形式，对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及实际效果进行民

主测评，有纪检监察组织的，还应征求本单位纪检监察组织意见，

在此基础上形成自查报告。

（二）上报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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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对象应按照《管理办法》规定的推荐申报程序，将自查

报告逐级上报至省厂务公开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各市厂务公开协调领导机构审核

各市厂务公开协调领导机构统筹组织自查报告审核工作。应

在书面审核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运用座谈交流、个别谈

话、查阅资料等方式进行现场抽查检查。

（四）各市厂务公开协调领导机构上报处理意见

各市厂务公开协调领导机构根据审核结果，提出保留称号、

整改、撤销称号的意见，并向省厂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提出书

面报告。

（五）省厂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复核

省厂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对各市、区厂务公开协调领导机

构的上报材料进行复核，必要时进行实地抽查。拟撤销称号单位

情况属实的，向全国厂务公开协调小组提出书面请示，经批准后，

通报撤销称号，收回证书和奖牌。

五、复查时间安排

1.6 月底前，复查对象自查，并上报自查报告。

2.8 月底前，各市、区厂务公开协调领导机构完成审核。

3.9 月底前，填报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复查结果

统计表，形成 2022 年复查工作情况总结，报省厂务公开协调小

组办公室。

4.12 月底前，全国厂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对各地厂务公

开协调领导机构报告情况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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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3 年 9 月底前，省厂务公开协调领导机构将整改单位

的整改结果报全国厂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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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
复查结果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公章）：

序号
单位名称

（表彰时的名称）
评选年份 复查结果

备注（撤销原

因或整改起

止时间）

填报人：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