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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建设工会工作委员会 

 

苏建工委〔2019〕5 号 

 

 

 

2018 年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工会工作 
研究会优秀论文评选结果的通报 

 

各设区市、县（市、区）建设（委）、建工、房产、园林产业（局）

工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会，各研究会： 

    为加强学习型工会组织建设，展示和交流工会工作研究会理

论成果，以理论创新促进工会工作改革的创新，指导工会干部更

好地服务大局、服务职工，省建设工会在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

统开展了工会工作研究会优秀论文评比活动。此次优秀论文的评

选范围涵盖了 2018 年度住房城乡建设、公积金行业、园林系统

和县级建设系统 4 个工会工作研究会，经各研究会会长初评、省

建设工会终评两轮评选，共评选出 2018 年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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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会工作研究会优秀论文 96 篇，名单见附件。 

    希望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工会干部继续加强学习，紧紧围

绕住房城乡建设工作大局，紧扣当前重点工作，高度重视和加强

工运理论研究工作，推动解决热点、难点问题，继续用优秀的理

论成果为工会各项工作提供有益参考和指导。 

 

附件：2018 年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工会工作研究会 

优秀论文获奖名单 

 

 

 

   江苏省建设工会工作委员会 

2019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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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工会工作 
研究会优秀论文获奖名单 

 
1、推进劳模创新工作室建设 发挥房产先锋岗示范作用 

………………………………………南京市房产局机关工会 黄晓光 

2、关于项目部劳动保护工作的认识 

………………………………………………中建八局三公司 周丹枫 

3、创先争优 提升品牌 塑造形象 助推企业发展 

…………中建八局三公司近五年引领职工创先争优情况调研 余勇 

4、探讨工会在构建和谐，推进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徐灯英 

5、建立物业管理行业工会联合会的探索与思考 

…………………………………徐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曹辉 

6、浅谈工会对“互联网+”的应用 

……………………………………………… 徐州市城乡建设局工会 

7、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实践和探索 

………………………………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会 徐矛盾 

8、关于如何大力弘扬劳模工匠精神 

………………………………………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工会 杨琼 

9、浅谈工会如何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常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沈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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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做好工会宣传思想工作的 “八字”经 

……………………………………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 陈晓亮 

11、加强实名制信息管理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防范企业管理运营风险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苏南分公司 汪定红 

12、建筑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关于装配式建筑行业工会组建的几点思考    

…………………………………苏州市吴中区住建局系统工会 巫恺澄 

13、文化自信——企业发展升级的必经之路 

——中亿丰集团和合文化背景下“适合”企业文化构建的思考 

14、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统领产业工会工作， 

以钉钉子和时不我待的精神 奋力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 

……………………………………苏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工会 刘列平 

15、利用新媒体创新工会工作的机制与方法探讨 

……………………………………………南通市污水处理中心 陆春花  

16、推进规范化建设 提升民主管理质量  实现企业健康和谐稳定发展 

………………………………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章祥余 

17、关于加强建筑企业职工之家建设的思考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储秋霞 

18、论如何在新形势下建设互联网模式工会 

……………………………………连云港市城乡建设局 董文秀 申朝阳 

19、新时期企业“互联网+工会”工作创新  

…………………………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朱延安 彭海燕 

20、关于在物业管理行业建立劳模支部 “双创双提升”工程的思考 

…………………连云港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工会 陈露霞 刘海梅 

21、新形势下工会工作思路的几点思考 

………………………………………连云港市住房保障中心工会 魏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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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增强新时期施工企业工会建设的策略探索 

……………………………………………连云港市住房保障中心 李娜 

23、“互联网+”与涟水住建系统工会工作创新 

……………………………涟水县住建局 胡锦祥 周爱群 戴启海 陈艳 

24、发挥工会职能优势 构筑和谐劳动关系 

………………………………………淮安同方水务有限公司工会 姜柏 

25、如何通过“互联网+”创新路灯照明行业工会工作 

…………………………………………………城市照明管理处 乔宝江 

26、对建立“互联网+”工会工作新模式的思考   

…………………………………淮安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花卉 

27、利用网络平台创新“互联网＋”工会工作 

…………………………………阜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孙华 张海红 

28、“破解少数规上企业组建工会难”的“十小纲领” 

——解析少数规模以上企业建会难 

………………………………………………扬州市建设产业工会 范华 

29、浅析建筑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新情况及对策 

……………………………………………………泰兴市住建局 王建新 

30、关于加强新时期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工作的设想建议 

…………………………………………………镇江市云台房管处 沈骏 

31、2018 年镇江市住建系统工会工作论文研讨题“如何弘扬工匠精神 

推动建设事业可持续发展” 以担当为荣 以匠心筑 

…………………………………………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成平喜 

32、唱响时代旋律 弘扬工匠精神    

…………………………………………………………江宁区园林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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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实名制管理，“职工小家”建设新的起点   

……………………………………………六合区住建局 金家明 郭亚炜 

34、强化民工“实名制”管理，深入推进“职工小家”建设 

………………………………………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徐矛盾 

35、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优化职工维权服务所遇到的难点和对策研究  

…………………………………常州市金坛区金房物业有限公司 李娜 

36、“始终把建筑行业务工人员放在心头” 

——张家港市建筑行业工会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张家港市住建系统工会 

37、浅谈发展建筑产业工人与治理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常熟市建筑管理处 张杰 

38、浅谈新形势下如何创新开展工会工作   

………………………………………………江苏骅东投资有限公司工会 

39、新常态下工会工作的“变”与“不变” 

……………………………………………海门市自来水公司工会 施慧 

40、以安康之精神，助力企业安全发展 

………………………………………………如皋市自来水厂工会委员会 

41、建筑企业培育“工匠精神”之探析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储秋霞 

42、浅谈推行实名制打造务实职工小家  

…………………………………东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会 徐敏剑 

43、加强工会建设，为“高质”发展贡献力量 

………………………………………灌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何雷丽 

44、加强干部自身建设 提升服务职工能力 

…………………………………………………淮安市楚秀园 江俐 周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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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浅谈金湖县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支付创新管理 

……………………金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孙玉斌 杨汉东 杨元桂 

46、浅谈如何加强工会干部自身建设提升服务职工的能力 

………………………东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会工作委员会 车鑫 

47、关于新时代建设系统工会工作改革创新的思考 

………………………………盐城市大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葛顺明 

48、对新时代背景下基层工会干部能力发展与提升的分析 

………………………………………射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窦海涛 

49、利用网络平台创新“互联网＋”工会工作 

…………………………………阜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孙华 张海红 

50、立足本职，锐意创新，奏响新时代工会最强音 

………………………………………………高邮市城建系统工会 唐静 

51、聚人心凝合力，创和谐促发展 

………………………………江苏东晟新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余仁民 

52、关于加强住建系统机关工会建设的思考  

…………………………宝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冯华 朱根华 张涛 

53、加强基层工会干部自身建设 不断提升服务职工的能力 

……………………………………………兴化住建局机关工会 赵金年 

54、沭阳县园林市政管理处的“互联网+”工会实践  

…………………………………………沭阳县园林市政管理处 胡宏伟 

55、干部素质是决定基层工会组织工作质量的根本因素 

……………………………………江苏省沭阳县房屋征收办公室 葛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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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房公积金行业工会工作理论研究会一届四次会议优秀论文目录 

 

56、《“互联网+”打造住房公积金行业工会发展新格局》 

 ………………………………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关党委 沈波 

57、《互联网+工会模式分析》 

……………………………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六合分中心 王伟 

58、《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基层工会强起来》 

………………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宜兴市分中心分工会 陈敏 

59、《关于加强“互联网+工会”建设打造“网上公积金职工之家”的思考》  

………………………………………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王睿 

60、《在公积金转型发展中推进新时代工会工作创新创优》 

………………………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丰县管理部 刘云奎 

61、《打造新时代新“四化”工会》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会 周海涛 周翔 

62、《基于工会视角下调动职工积极性的策略分析》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城分中心 顾靓 

63、《浅析如何适应新时代要求激发工会活力》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虎丘分中心 郑洁 

64、《立足工会创新 服务职工群众》  

……………………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发区办事处 葛丽媛 

65、《坚持问题导向 积极担当作为推动工会工作与公积金行业发展深度融合》 

 …………………………………淮安市盱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陈岑 

66、《坚持创新驱动 助力转型发展》  

…………………………………………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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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以十九大精神引领住房公积金基层工会建设》 

 ………………………………扬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会 杨粉梅 

68、《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进一步提升工会工作的精细化水平》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栾仲文 

69、《围绕新生代主力军 增强工会工作新能量》 

  ………………………………………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会 

70、《让工会工作走向“互联网+”时代》 

………………………………………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王倩 

71、加强文明教育，提振职工干事创业精气神，为景区发展注入内生力 

…………………………………………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 郎大东 

72、浅谈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满足职工新期待，提高工会组织服务力和 

凝聚力——论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工会的作用 

………………………………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贡明军 

73、践行新思想  奋力扛起工会的时代之责 

………………………………无锡市太湖鼋头渚风景区管理处 许俊佶 

74、适应“互联网+”时代  创新服务职工的方式与途径 

………………………………无锡市蠡湖风景区管理处 顾锡根 周宇冰 

75、以“连心纽带”服务职工项目为抓手  提升工会组织服务力和凝聚力 

……………………………………………无锡市动物园管理处 荣彦冰 

76、新时代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应做到“六个注重” 

………………………徐州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行政执法大队 李文明 

77、新时代加强职工政治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的研究 

……………………………………徐州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站 樊勺江 

78、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 推动职工技能创新创优 

……………………………………………徐州市彭祖园管理处 朱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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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弘扬匠心之道 以技能创新推进精细化管理 

……………………………………………………常州市人民公园 郭炜 

80、推动思想大解放 提升工会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常州市荆川公园管理处 沈菲 

81、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  推进职工技能创新创优 

——浅谈如何凝练工匠精神，致力非遗传承 

………………………………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郑其婷 

82、把握新方向，打开新思维，展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 

——以党的十九大为统领，在新时代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 

…………………………………………………苏州市留园管理处 王华 

83、浅谈事业单位工会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提升 

…………………………………………南通市园林绿化管理处 倪建华 

84、新时代 工会组织大有作为 

——浅析在解放思想、追赶超越中工会如何助推园主业高质量发展 

…………………………………………南通市园林绿化管理处 杨晓霞 

85、工会组织如何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 

……………………………………连云港市城乡建设局 董文秀 申朝阳 

86、践行十九大精神  开创工会工作新征程 

………………………………连云港市苍梧绿园管理处 卢长敏 闫凡峰 

87、浅析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满足职工新期待，提高工会组织服务力 

和凝聚力……………………………………淮安市楚秀园 江俐 周亚 

88、让市花芳香满城  为美丽淮安建设添彩 

——月季园工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淮安市月季园 陈海燕 

89、浅谈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满足职工新期待，提高工会组织服务力和 

凝聚力………………………………盐城市黄海公园 赵寿东 徐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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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浅析新时代工会女工工作  

…………………………………………盐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处 许海燕 

91、以思想大解放推进新时代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扬州市城市绿化养护管理处工会委员会 刘一 仇燕 

92、以思想解放为契机  助推工会工作新提升 

…………………………………………镇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魏林建 

93、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满足职工新期待，提高工会组织服务力和凝聚力 

……………………………………泰州市锦园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杨闽 

94、开展“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的研究及实践 

………………………………………兴化市园林管理处 王震春 刘长根 

95、加强工会改革创新  打造工会工作品牌 

……………………………………宿迁市沭阳县园林市政管理处 乐凯 

96、“互联网+”时代创新服务职工的方式与途径 

…………………………………………宿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王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