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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纺政〔2022〕10 号

关于召开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第五届第七次常务理事会的通知

各副会长、特邀副会长、常务理事：

根据《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章程》有关规

定，经研究，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国纺织

企业文化建设协会，以下简称“中纺政研会”） 第五届第

七次常务理事会以通讯形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报告中纺政研会 2022 年工作总结，审议 2023 年工作要

点。

二、参会人员

中纺政研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特邀副会长、常务理

事。

三、会议形式

通讯会议

四、审议表决



2

请各位代表对以上内容进行审议。有不同意见或建设性

建议的，以电话、信函、邮件形式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前

反馈至中纺政研会秘书处。

联系人： 王春红 010-85229581 13651101856

张 硕 010-85229576 13811358041

邮 箱：zfqw85229524@126.com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18 号 807 室

中纺政研会秘书处

附件：

1.中纺政研会 2022 年工作总结

2.中纺政研会 2023 年工作要点

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中国纺织企业文化建设协会)

2022 年 12 月 20 日

中纺政研会秘书处 2022年 12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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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中国纺织企业文化建设协会)

2022 年工作总结

2022 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年。中国

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国纺织企业文化建设协

会，以下简称“中纺政研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

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按照“一核一要，两轮驱动，五大维度”工作体系，克服疫

情不利影响，化危为机，笃行不怠，启动开展了一系列重点

活动，为持续推动中国纺织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软实力支

撑。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

一方面，中纺政研会围绕纺织工业发展大局，在中国纺

联党委坚强领导下，按照中国纺联第四联合联合党支部要

求，通过收看收听中央宣讲团宣讲、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辅导读本》、参加国务院国资委行业协会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网络培训班等一系列活动，全面准确、原原本本、原汁原

味地学，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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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纺政研会牢固树立大局观，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慧树

作用，积极引导广大会员企业把思想和行动集中到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上来，增强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练就内功，

不断增强化危为机的本领，并通过中纺政研会网站、中国政

研会等权威平台进行宣传报道。

二、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开展全纺劳模评选表彰活动

（一）隆重召开全国纺织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按照人社部函﹝2020﹞96 号文件精神，历经“两审三公

示”程序后，7 月 12 日，全国纺织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隆重举行。表彰大会采用主会场+分

会场视频会议形式，主会场设在北京，并在中国纺联和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有关地区共设立 81 个分会场，近

1800 人出席大会。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以

视频方式发表讲话，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郝建秀向大会发

来贺信。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中

国纺联以及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国资委、总工会、纺织服

装行业协会相关领导，受表彰的全国纺织工业先进集体、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以及有关方面代表和新闻媒体等参加

本次大会。大会由中国纺联党委副书记陈伟康主持。

表彰大会上，授予《时尚北京》杂志编辑部等 100 个单

位“全国纺织工业先进集体”称号，授予罗书娟等 322 名同

志、追授楼宝良等 2 名同志“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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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魏拥军等 24 名同志“全国纺织工业先进工作者”称号。

被授予“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全国纺织工业先进工作

者”称号的人员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

孙瑞哲会长发表题为《劳动创造锦绣事业，奋斗编织美

好世界》的主旨讲话，并代表中国纺联向获得表彰的先进集

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表彰大会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纺联主办，全国

纺织劳模评选表彰办公室、中纺政研会承办。

（二）开展劳模先进事迹学习活动，发行《中国纺织劳

模大典》

为讲好劳模故事，宣传全国纺织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事迹，回应全国纺织企事业单位、个人

“学习劳模、对标劳模、崇尚劳模、争当劳模”的热切期盼，

克服疫情带来诸多困难，积极做好弘扬劳模精神“红皮书”、

学习劳模先进事迹和评选推荐劳模的“工具书”——《中国

纺织劳模大典》发行工作,在行业内外引起良好反响。

（三）尊重劳模、保护劳模，积极推动劳模待遇落实

劳模待遇落实是体现劳模主体地位的重要表现之一。一

年来，全国纺织劳模评选表彰办公室、中纺政研会多方协调、

积极工作，先后与山东省总工会、青岛市人民政府对接，努

力推动青岛市 1994 年 12 月获评的 1 名“全国纺织工业特等

劳动模范”和 11 名“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省部级劳模

待遇落实。历时半年，与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经信厅沟

通协调，敦促尽快将“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纳入省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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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统一管理。

三、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继续推进全国纺织行业

党建工作标准化建设工作

为喜庆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全国纺织行业党建标准

化建设工作以“高质量党建新成效，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为工作主题，重点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突出党的政治建

设、突出以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等重点任务，通过各地

推荐自荐，择优选树一批“全国纺织行业党建工作先进单

位”，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值

得指出的是，为扩大今年活动影响力和覆盖面，中纺政研会

积极动员中国纺联各专业协会及各地纺织主管部门积极参

与，各地申报积极性高。目前 20 多个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组织推荐上报。受疫情影响，资料审核等工作还在进行中。

四、开展“学邓建军科研组·建创新型班组”活动

活动以“争做新时代最美奋斗者，以优异成绩向党的二

十大献礼”为主题，以提升班组建设创新能力和工作绩效为

目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纺织政研会、纺织工会，地市以

上地方纺织（服装）行业协会、纺织主管部门积极负责组织推

荐。共有近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积极申报，经过办公室

初审、专家评审等程序，49个班组被推荐为“全国纺织行业

创新型班组”。同时，中纺政研会还编辑印制了《全国纺织

行业创新型班组事迹汇编》、制作了全国纺织行业创新型班

组专题宣传片。



7

五、致敬中国纺织，筹备郝建秀小组建组 70 周年庆典

活动

2022 年是郝建秀小组建组 70 周年。为纪念和传承郝建

秀小组光荣传统，展现青岛纺织工业改革发展成果。由中国

纺联、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中纺政研会联合青岛市总工会、

青岛市北区人民政府承办的“郝建秀小组建组 70 周年庆典

活动”已基本筹备就绪。《致敬中国纺织》主题宣传片、会

议议程、会议主题、出席领导及会议材料等已全部准备就绪。

由于疫情原因，原定于 11 月 22 日举办的庆典活动延期举办。

六、启动第四批“中国纺织大工匠”推荐学习活动

按照每两年组织一次惯例，第四批“中国纺织大工匠”

为长期在纺织行业生产、操作、技术、研发一线岗位工作的

在职职工，名额不超过 30 人。中国纺联所属各专业协会负

责择优确定本行业推荐人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纺织（服

装）行业协会和财贸轻纺烟草（纺织、轻纺）工会共同商议

确定本省推荐人选。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纺织大工匠的含金

量，提高了申报门槛儿，共有 2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近 100 名企业一线同志积极申报，申报数量、推荐质量创

历届之最。目前正处材料审核阶段。

七、开展全国纺织思政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思政工作者

推荐学习活动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

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学习宣传近年来在纺织行业

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作出突出成绩、创造出新鲜经验的先进单



8

位和个人，启动开展了全国纺织行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

和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推荐学习活动。活动启动以来，各地

反响强烈，积极组织推荐申报，一大批长期奋战在思政工作

基层一线的同志和具有思政工作丰厚做法的单位被推荐上

报。目前共 200 余个先进单位和个人申报。

八、坚持立德树人，加强指导纺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纺织高校历来有着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为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

神和关于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加大对纺织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指导。首先，结合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巡视

要求，9 月 21 日，邢冠蕾会长一行赴西安工程大学出席座谈

会，“一对一”对梦桃精神代代相传”全国纺织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基地给予工作指导。其次，经多方协调，对 1986 年

成立的中纺政研会（院校学组）进行重新收编，初步建立工

作联系，逐步纳入管理体系，并指导中纺政研会（院校学组）

2022 年年会于 12 月 14 成功召开。第三，重视西部地区人才

建设，加强对江西服装学院“全国纺织行业职工思想政治教

育培训基地”指导帮扶。

九、充分发挥舆论载体作用，办好会刊《东方企业文

化》和中纺政研会网站

一方面，会刊《东方企业文化》积极与新闻出版、中

国纺联人力资源部等机构协调沟通，顺利完成改制工作，不

断充实办刊力量，克服疫情困难，积极做好 2023 年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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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刊工作。另一方面，中纺政研会网站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以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工作重心，开设纺织劳模

等专栏，宣传会员动态，加强与兄弟政研会等单位互动，不

断发挥全国纺织思想政治工作舆论平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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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中国纺织企业文化建设协会)

2023 年工作要点

一、深入贯彻总书记亲切勉励，大力弘扬“梦桃精神”，

举办纪念赵梦桃小组命名 60 周年活动

作为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赵梦桃小组倡导和表现

出来的以“高标准、严要求、行动快、工作实、抢困难、送

方便”和“不让一个伙伴掉队”的“梦桃精神”被世代传承，

至今熠熠生辉。2023 年适值赵梦桃小组命名 60 周年，为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赵梦桃小组亲切勉励，中国纺联、中纺政

研会将联合陕西省有关部门于 2023 年隆重举行全国纺织行

业纪念赵梦桃小组命名 60 周年系列活动，号召 2000 万纺织

人继续以赵梦桃同志为榜样，在工作上勇于创新、甘于奉献、

精益求精，争做新时代的最美奋斗者，把梦桃精神一代一代

传下去。

二、四十年一路前行，举行中纺政研会成立 40 周年系

列活动

成立于 1983 年的中纺政研会作为全国成立最早的全国

性行业政研会之一和全国政研会系统的一面旗帜，始终走在

时代前列。2023 年中纺政研会将迎来 40 周年生日，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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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一”系列活动。一是召开一场中纺政研会成立 40 周

年大会，总结回顾建会 40 年光辉历程；二是选树一批全国

纺织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典型及其经验；三是编辑出版一册

《中纺政研会 40 年》大型画册（视情）；四是深入开展一

次专题调研，系统梳理发掘新时代全国纺织行业思想政治工

作经验亮点与科学规律。

三、坚持守正创新，继续推动一系列常规性思想文化活

动实施开展

为了工作的延续性和打造品牌活动，本着守正创新的出

发点，2023 年将继续启动开展一系列常规性思想文化活动。

（一）继续推进全国纺织行业党建工作标准化建设工作，为

推动现代化纺织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二）

继续启动开展每两年一次的全国纺织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

建活动，保障职工队伍稳定。（三）继续开展全国纺织行业

创新型班组推荐活动，持续提升全国纺织企业一线班组管理

水平。

四、分区分块，举办“新时代全国纺织劳模高峰论坛”

为弘扬劳模精神，感受劳模风采，聆听劳模故事，研究

分享劳模培养培育、选拔推荐、评选表彰、落实待遇、学习

宣传工作机制和工作经验，将根据各地需求，按照全国不同

地区和板块，综合考量工作基础，本着“成熟一地，开展一

场”的原则，适时举办“新时代全国纺织劳模高峰论坛”。

届时，将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纺织劳模评选领导小组

代表，全国纺织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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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

五、启动首批全国纺织行业“最美纺织工”推树活动

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方案》，引导广大纺织职工焕发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中

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中国纺联

决定在全国纺织行业开展“最美纺织工”推树活动。“最美

纺织工”推选范围包括全国纺织服装企（事）业单位。推选

对象为在纺织服装行业生产、操作、技术、研发、销售等岗

位工作的基层一线职工，总名额不超过 20 名。推树活动将

在郝建秀小组建组 70 周年庆典上启动。

六、克服疫情困难，提高活动质效，努力推动有关会议

活动线下落地

2023 年，中纺政研会将关注防疫要求，围绕年度工作重

点，努力推动一些列活动会议线下落地。一是筹备召开“致

敬中国纺织”行业峰会暨郝建秀小组建组 70 周年庆典；二

是筹备召开全国纺织行业党建工作交流大会；三是筹备召开

全国纺织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推介大会；四是筹备召开全国纺

织行业创新型班组经验交流会；五是筹备召开全国纺织行业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六是筹备召开全国纺织行业纪念赵梦桃

小组命名 60 周年大会；七是筹备召开中纺政研会五届四次

理事会。

七、深化纺织工业文化研究，启动探索工业文化实施新

路径

加强与工信部、文旅部及中国旅游协会联系，深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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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大

力弘扬纺织精神，科学实施“十四五”纺织工业文化产业系

统工程，开展工业文化研究，深化全国纺织博物馆联盟平台

作用，开展全国纺织工业旅游调研摸底，启动中国纺织工业

旅游大会前期筹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