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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工友 〔2018〕 5号

北京市患工会美子 2017年度

基層工会工作考坪結果的通損

各区恙二会,北京埜済技木升友区
`こ
工会,各声立工会,各

局工会,各集困、公司工会,各高等院校工会,各宜属基晨

工会:

2017年 ,仝市各象工会深入学コ宣借貫御コ近平新時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仝面貫御落共ヨ

近平′こギ泥祝察北京重要琲活精神和中央、市委党的群困エ

作会洪精神,深入渫支1工会改革,切共象が取工合法枚益,

仝Jむ仝意服券取工群A,不断芥共基晨基袖,各項工作取得

新逃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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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市,こ 工会下友的 《北京市
`こ
工会 2017年度二会エ

作考坪亦法》(京工亦友 〔2017〕 11号 ),姪各取能部日並弁

坪介、考汗小須朱合坪介、第二方独立机杓会長満意度調査

等朱合考坪,完成了対 401家二会的考坪工作,坪定出仇秀

等次 197家 ,共中 48家被坪力 “二会工作林兵単位";坪定

出良好等次 203家 ;坪定出合格等次 1家 ,現予以邁扱。

希望荻得二会工作林兵単位、仇秀等次的単位,再接再

房,再奄1佳鏡。其他単位結合考汗結果,逃一歩分析
`こ
結 ,

不断推逃二会工作取得新逃晨。仝市各須二会要堅持以コ近

平新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ヵ指早,仝面貫御党的十九

大精神,深入落実中央、市委美子党的群困工作要求,衆緊

曰銃市′こ二会 2018年工作要求,次真推逃建立咲系片た、

服券群∧的群困工作体系,切共保持和増強二会俎須的IEX治

性、先逃性、群企性,克服 “机美化、行政化、貴族化、娯

示化"現象,不断強化工会俎須的取能作用,困結功貝片大

取工,力建浚国昧一流的和t皆宜居え都貢献智慧和力量。

附件:2017年度基晨二会工作考坪結果

北京市恙工会

2018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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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度基居工会工作考坪結果

区(升友区)恵工会

仇秀、工会工作林兵単位 (9企 )

北京市末城区恙工会

北京市西城区恙工会

北京市朝FEl区 恙工会

北京市ミ州区恙工会

北京市平谷区恙工会

北京市延人区恙工会

北京市杯柔区恙工会

北京市キ合区恙工会

北京市順文区恙工会

良好 (8企 )

北京市石景山区恙工会

北京市密云区′こ工会

北京市房山区恙工会

北京市昌平区恙工会

北京市11共洵区恙工会

北京笙済技木升友区′こ工会

北京市大米区恙二会

北京市海淀区恙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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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工会

仇秀、工会工作林兵単位 (6企 )

首都りT疱大学工会

北京大学 (合医学部 )二会

清準大学工会

北京理工大学工会

中央財変大学工会

北京建筑大学工会

仇秀 (23今 )

中国人民大学工会

北京りT疱大学工会

北京屯影学院工会

中国水立大学工会

北京屯子科技取立学院工会

北京咲合大学工会

中学女子学院二会

北京化工大学工会

北京舞躍学院工会

首都埜済貿易大学工会

首都体育学院工会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llT和 医学院工会

北京林並大学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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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活学院工会

北京交ミ大学工会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工会

中国IEA法 大学工会

北京科技大学工会

中国地反大学 (北京 )工会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工会

北京教育学院工会

対外埜済貿易大学工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会

良好 (38企 )

準北屯力大学工会

北京攻法取立学院工会

北京埜済管理取立学院工会

中国ゲ立大学 (北京)工会

北京工商大学工会

北京水学院工会

首都医科大学工会

北京工立取立技木学院工会

北京教育音像扱刊恙社工会

北京工立大学工会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工会

中国音示学院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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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由F屯大学工会

北京服装学院二会

北京印帰1学 院二会

北京物姿学院工会

北京外国活大学工会

北京財貿釈立学院二会

外交学院工会

北京中医菊大学工会

中国借媒大学工会

北京城市学院二会

中央音示学院工会

北京教育考拭院二会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工会

北京市二会千部学院工会

中国戌曲学院二会

北京体育大学工会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二会

北京活吉大学工会

北方工立大学工会

中央美木学院工会

中央民族大学工会

中央戌漏1学 院二会

北京升放大学工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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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IEA治 学院工会

国昧美系学院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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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立 (国防)工会

仇秀、工会工作林兵単位 (5企 )

北京金隅集困股分有限公司工会

首銅集固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汽キ集困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京城机屯控股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北方早航控制技木股分有限公司工会

仇秀 (18今 )

北京能源集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国図北京市屯力公司工会

北京凌奇印lll有 限責任公司工会

北京叶尚控股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中国人民解放軍第七四五三工戸工会

北京北机机屯工立有限責任公司二会

北京曙光航空屯気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北京長城屯子装各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中国石化集困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二会

大唐国昧友屯股分有限公司工会委員会

北京隆迷経工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二会

北京市屯子工立工会

北京工美集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国回翼北屯力有限公司工会委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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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鉄工程浚汁各洵集囲有限公司工会

中鉄六局集固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一経控股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中国北京同仁堂 (集 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良好 (23企 )

普天科奄1実立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北方キ輌集囲有限公司工会

中キ北京二七年輌有限公司工会

中国人民解放写第七四ニーエ戸工会

中キ北京二七机牟有限公司二会

北京屯力浚各恙

「
有限公司工会

中国人民解放軍第七三一ニエ戸工会

準北屯図有限公司宣属工会

北方智能微机屯集困有限公司工会

準潤医菊控股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化学工立集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分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北方K城光屯供器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青云航空供表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長杢机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中牟北京南口机械有限公司工会

中国文化庁立友晨集困公司工会

北京中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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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技木交流培)1中 ′む工会

北京印少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屯力定浚公司工会

中国人民解放軍解放写扱印昴1戸工会

北京徳馨同奄1科技友晨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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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筑工会

仇秀、工会工作林兵単位 (3企 )

北京控股集困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市白来水集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北京建工集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伐秀 (9今 )

北京城定集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北京市水券投資中|む 工会

北京住′こ集囲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北京北辰実立集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北京城市羽卜水集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中国建筑一局 (集 困)有 限公司工会

中国鉄路工会中鉄十六局集困有限公司委員会

中屯建建筑集困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城市副中Jむ 投資建浚集困有限公司工会委員会

良好 (12企 )

北京市政路杯集困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首都升友控股 (集 困)有 限公司工会

北京房地集困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定没投資中Jむ 工会

北京市定筑没汁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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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鉄路工会中鉄北京工程局集困有限公司委員会

北京首都奄1立集困有限公司工会

中国鉄路工会中鉄建工集困有限公司委員会

中国鉄路二会中鉄屯気化局集困有限公司委員会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工会委員会

北京市外地在京施二企立二会咲合会

中国鉄路二会中鉄二十二局集困有限公司委員会

合格 (1企 )

中定交通建浚集困有限公司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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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透輸工会

仇秀、工会工作林兵単位 (1企 )

北京市首都公路友晨集困有限公司工会

伐秀 (5企 )

北京祥九姿声径菅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北京公共交ミ控股 (集困)有 限公司工会

北京市基袖浚施投資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市軌道交逍建浚管理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市地鉄込菅有限公司工会

良好 (6企 )

中国鉄路工会中国鉄道科学研究院委員会

北京鉄路局工会

京津真城昧鉄路投資有限公司工会

中国民航工会北京首都国昧机場委員会

中国民航準北管理局二会

中国国隊航空股分有限公司工会委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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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服各工会

仇秀、工会工作林兵単位 (3企 )

中国石化梢告有限公司北京石油分公司工会

中国由「政集困工会北京市委員会

北京首都水立集困有限公司二会

伐秀 (12企 )

北京市園林録化局 (首都録化委員会亦公室)二会

北京不境工生工程集困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外企服券集困有限責任公司二会

北京市供硝合作
`こ
社二会

北京市水林科学院工会

北京二商集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北京外資企立工会咲合会

北京市水立局工会

中国畑草
`も
公司北京市公司工会

北京市郊区旅済共立升友公司工会

北京首都旅済集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北京根食集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良好 (15企 )

中国屯信集困工会北京市委員会

中国咲合回絡垣信集困工会北京市委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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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功通信集困工会北京市委員会

北京市水券局工会

王府井集困股分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対外姪貿控股集困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市机械浚各成套局工会

中盆北京市盆立公司工会

中国屯建集困北京勘淑1浚汁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会委員会

北京水声品中央批友市場管理委員会工会

北京水立取立学院工会委員会

微軟 (中 国)有 限公司工会委員会

中国屯子逃出口北京公司工会

北京共立升友恙公司工会

中美村友展集困股分有限公司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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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金融工会

仇秀、工会工作林兵単位 (5今 )

北京水村商立仮行股分有限公司工会

大逹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工会

北京銀咲商券有限公司二会

中国民生銀行北京管理部工会

民生江券有限責任公司二会

伐秀 (22企 )

杭州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工会

中国建没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二会

民生期貨有限公司工会

中国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工会

北京匁行股分有限公司二会

中国人寿保隆股分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工会

準夏人寿保隆股分有限公司二会

渤海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工会

泰康保隆集困股分有限公司二会

北京保隆行立llT会秘ギ炎工会

年夏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工会

夏11国 豚彼行北京分行工会

中国由FIEA借蓄銀行北京分行工会

準泰保隆集困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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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江券有限責任公司北京柊麟岡路IIE券菅立部工会

中国工商像行北京市分行工会

中国光大彼行北京分行工会

交逍像行股分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工会

中信銀行股分有限公司恙行菅立部工会

中国水立彼行股分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工会

末工銀行 (中 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工会

中国人民財声保隆股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会

良好 (28企 )

中国平安財声保隆股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会

北京国有資本埜菅管理中Jむ 工会

瑞穂銀行 (中 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工会

北京市国有発声笙菅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新準人寿保隆股分有限公司工会

北京国昧信托有限公司工会

年夏久盈資声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夭津匁行北京分行工会

恒安林准人寿保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会

平安財富理財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会

中国平安人寿保隆股伶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会

声友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工会

国泰君安江券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会

中信建投江券股分有限公司工会

-17-



年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会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会

中国国昧期貨股分有限公司工会

新叶代江券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平安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工会

中国逃出口銀行北京分行工会

上海浦末友晨銀行股伶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工会

中美村股枚交易服券集困有限公司工会

招商彼行股分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工会

方正中期期貨有限公司工会

共立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工会

南京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工会

第一奄1立期貨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中行期貨有限公司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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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法工生文化工会

仇秀、工会工作林兵単位 (3企 )

北京市司法局工会

北京出版集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北京市人民栓察院机美工会

伐秀 (14企 )

北京市高須人民法院工会

北京友行集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委員会

北京市常汁局工会

北京市工生和汁支1生育委員会工会

北京市地反ゲ声勘査升友局工会

北京市文物局工会

北京市監状管理局工会

北京市第二中須人民法院工会

北京市対外服券亦公室工会

北京市文化局工会

北京市教育外治局工会

北京市民攻局工会

北京知沢声枚法院工会

北京市人民栓察院第三分院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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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16企 )

北京片播屯祝合工会

北京市国有文化姿声監督管理亦公室工会

北京市第一中須人民法院工会

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仇法恙仄工会

北京市公園管理中Jむ 工会

北京社会主又学院二会

北京市第四中須人民法院工会

北京鉄路込輸法院机美工会

北京市第二中須人民法院工会

北京市体育局工会

北京演乞集困有限責任公司工会

北京市互咲回亦公室工会

中学人民共和国北京海美工会

北京市公安局工会

中国屯影博物備工会

北京人民乞木層1院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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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宣属机美工会

仇秀、工会工作林兵単位 (13企 )

北京市安全生声監督管理局机美工会

北京市南水北凋工程建没委員会亦公室宣属机美工会

中共北京市妃委市監察委机美工会

北京市地方税券局宣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人力利社会保障局宣属机美工会

国家大層1院工会

北京市新同出版片屯局宣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住房和城多建浚委員会工会

北京市西靖地区管理委員会宣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商券委員会宣属机美工会

中学人民共和国北京出入境栓詮栓疫局宣属机美二会

北京市民族事券委員会宣属机美工会

北京城市副中lむ行政赤公区工程建没亦公室工会

伐秀 (46今 )

中国共声党国家筑汁局北京調査恙仄机美工会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会

北京市民防局宣属机美二会

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員会机美工会

北京市残疾人咲合会机美工会

北京市人民IEX府亦公斤宣属机美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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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学技木llT会工会

北京市埜済和信息化委員会宣属机美工会

中共北京市委老千部咲絡室机美工会

北京市人民政府信労亦公室机美工会

北京市規支1和 国上委員会宜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交ミ委委員会工会咲合会

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11地 区管理委員会宣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国家税券局宜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人民栓察院第二分院机美工会

北京市反量技木監督局宣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友晨和改革委員会立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会宣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旅済友晨委員会宜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老千部局工会

北京市住房公私金管理中lむ 工会

北京市机杓編tll委 員会亦公室机美工会

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亦公室机美工会

北京市科学校木委員会宣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人民栓察院第一分院机美工会

北京市梢案局机美工会

北京市筑汁局宣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券委員会宣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気象局工会

北京市人民IEA府体券亦公室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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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声党北京市委員会党校机美工会

中共北京市委水工委市水委机美工会

北京市知沢声杖局宣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委IEA法委員会机美工会

北京市科学技木研究院工会

北京市恙工会机美工会

北京出入境迪栓恙靖工会

北京日扱社机美工会

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工会

北京市城市管理朱合行政仇法局机美工会

IEAllT北 京市委員会机美工会

中共北京市委立属机美工作委員会机美工会

北京市タヨ女咲合会机美工会

中共北京市委亦公斤宣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投資促逃局工会

中共北京市委俎鉄部机美二会

良好 (57企 )

北京鉄路近輸栓察院机美二会

北京市合湾同胞咲渡会机美工会

北京市水村埜済研究中Jむ 工会

北京市財政局机美工会

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机美工会

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券亦公室宣属机美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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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机美工会

首都精神文明建浚委員会亦公室机美二会

中美村科技園区管理委員会机美工会

北京市地方志端碁委員会亦公室机美工会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咲合会机美工会

民盟北京市委机美工会

合湾民主自治同盟北京市委机美工会

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信机美工会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机美工会

北京市哲学社会規女1亦公室机美工会

北京市文物局机美工会

北京市黄哺軍校同学会机美二会

中共北京市委沸りT困 二会

北京市ミ信管理局机美工会

中国人民抗日哉争究念備宣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重大項目建浚指拝部亦公室机美工会

北京市地震局工会

北京市対口支援和埜済合作頷早小俎亦公室机美工会

北京市人民政府対外友好l・I会机美二会

北京市リヨ国準体咲合会工会

中国国昧貿易促逃会北京市分会宣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法学会工会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姿声監督管理委員会机美工会

北京市工商並咲合会机美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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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不保局宣属机美二会

北京市由FIEX管 理局机美工会

中国水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員会机美工会

北京市人民栓察院北京鉄路近輸分院机美二会

中共北京市委前銭染志社工会

北京市人民IEA府外事亦公室立属机美工会

北京市食品菊品監督管理局宣属机美工会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机美工会

中共北京市委防疱和丈理邪教同題頷早小俎亦公室机美工会

大学生染志社工会

民逃北京市委机美工会

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員会机美工会

中共北京市委宣借部机美工会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宣属机美工会

中共北京市委統一哉銭工作部机美工会

北京双高人オ友展中′む工会

民建北京市委机美工会

北京奥近城市友晨促逃中′む工会

九二学社北京市委机美工会

中国共声党新準通汎社北京分社机美工会

北京市文学乞木界咲合会机美工会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机美工会

財IEA部駐北京市財IEA監察寺員亦事炎机美工会

北京市生十学会机美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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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員会北京市委員会机美工会

共青困北京市委二会咲合会

中共北京市委支部生活染志社工会

2ot7+3A13fltpk北京市恙工会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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