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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第十三届无锡市职工读书月活动的
通知

各市（县）区、经开区总工会，各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

为在全社会大力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

围，进一步掀起全市职工读书学习热潮，振奋全市职工群众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以昂扬的姿态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根据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决定开展第十三

届无锡市职工读书月系列活动。

一、活动主题

阅读新时代 建功新征程

二、活动时间

2022 年 8 月-10 月

三、活动内容

无锡市总工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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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全市职工推荐 20 本优秀书目（附件 1）。

（二）深化职工书屋示范点和书香企业建设。推动全市

工会组织积极开展各级职工书屋示范点和省书香企业建设

工作，根据省总工会、市全民阅读办名额指标，通过基层申

报，集中评审的方式，推荐一批全国和省工会职工书屋示范

点，选树一批书香企业单位。建设一批市工会职工书屋示范

点（方案见附件 2），为上一年度（2021 年）建成的 30 家无

锡市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补充图书（方案见附件 3）。

（三）成立无锡市职工阅读推广联盟。招募一批致力于

职工阅读阵地共享、职工阅读组织共育、职工阅读活动共办

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致力于职工阅读推广的社会专业组

织，通过项目化申报、评审、资助的方式，推动有条件的职

工书屋示范点实行社会化管理，对社会面开放；构建“1+N”

模式，带动周边企业职工阅读工作开展。推动省市书香企业

通过“1+1”方式带动周边企业创建书香企业。推动社会专

业组织成为职工阅读推广的有生力量。首批招募 10 家联盟

成员单位，申报单位填写《无锡市职工阅读推广联盟申报表》

（附件 4）并提供相关资料报市总工会宣教网络部。

（四）开展主题阅读进企业活动。紧扣迎接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这条主线，结合“中国梦·劳动美——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代”主题宣传教育，以及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

化，围绕“阅读新时代 建功新征程”主题，开展阅读进企

业活动。各市（县）区、经开区工会开展活动不少于10 场，

申报本年度市职工书屋单位开展活动至少1场。各单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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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情况请及时报送市总工会宣教网络部。

（五）评选优秀读书组织。由各地区各单位工会填写《优

秀读书组织申报表》（附件 5），上报开展读书月活动的总结

材料及相关活动影像资料，市总工会组织专业人员评选出10

家优秀读书组织并给予一定激励。

四、活动要求

（一）各级工会要切实加强对职工读书月活动的组织领

导，以职工真实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策划活动方案，认

真部署，持续推动，确保活动落到实处；要把职工读书活动

做成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项目，让职工切实感受到工会的服

务；要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直接投放到基层和职工中，服务

职工素质提升，使职工读书活动有持续效应，有吸引力，有

明显效果。

（二）要将开展读书活动与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有机融

合，依托开展读书交流活动，在全市营造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良好阅读氛围，以良好的精神风貌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三）要充分运用各类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大力宣传各

级工会组织和基层职工读书活动的典型做法、典型人物，激

发职工参与热情，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

联系人：王昊；联系电话：13906198349；邮箱：

357746842@qq.com。

附件：1.优秀书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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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年度无锡市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申报办法

3.无锡市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补充图书方案

4.无锡市职工阅读推广联盟申报表

5.优秀读书组织申报表

无锡市总工会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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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优秀书目名单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习近平讲党史故事 人民出版社

人民至上：从<共产党宣言>到<为人民服务> 阮青 新星出版社

奋力迈上共同富裕字路 马建堂 中信出版社

读懂中国粮食 李文明 人民日报出版社

这里是中国 星球研究所 中信出版社

这里是中国2 百年重塑山河 星球研究所 中信出版社

好物有匠心 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华匠人 潘天波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中国冬奥 孙晶岩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世间 梁晓声 中国青年出版社

蹦极 卢山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从容穿过喧嚣 池莉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罗伯特 戴博德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 彭凯平 中信出版社

情系女职工，法在你身边 中国工人出版社

觉醒年代 龙平平 安徽人民出版社

故宫字美 向斯 工人出版社

濮哥读美文 濮存昕 作家出版社

女性干部的领导力 中国妇女出版社

母爱的学问：名家忆母亲 朱永新 团结出版社

读懂孩子的生长规律 游川，姜莹 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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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2年度无锡市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申报办法

一、申报主体

市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均可申报，重点向基层企业单位倾

斜。

二、申报条件

无锡市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使用面积不小于 30m²，藏书量不少于1000 册，其中职工

思想政治教育、素质技能提升、劳动关系及法律维权、职工文化

建设、社科文化等方面的图书不低于藏书量的 30%，图书能够定

期更新。有可上网电脑或平板等电子阅读设备。

2.由同级工会调配 1-2 名工作人员从事职工书屋的日常管

理，确保职工书屋开放时间，方便职工下班后借阅图书。

3.适应一线职工，特别是流动、分散岗位职工的阅读需求，

建立职工读书角、流动书屋，为职工提供更多便利。

4.依托职工书屋阵地，成立读书兴趣小组，每年组织开展特

色职工读书活动不少于6次。

三、申报程序

本次申报采用网上申报形式。各市（县）区总工会，各局（公

司）、直属单位工会指导基层单位填报申报表（附后），上传申报

系统，并在线审核。基层申报单位通过 http://wxzgswsb.sosoq.net/，



— 7 —

注册并登陆后即可申报。各市（县）区总工会，各局（公司）、直

属单位工会根据市总工会分配的管理员账号，对所属申报单位申

报材料进行在线审核，审核通过，数据自动上报市总工会。申报

及审核工作于10月初完成。

四、评审奖励

市总工会将根据申报单位数量，采取集中评审，实地抽查验

收等方式确定本年度市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并在下一年度为书

屋补充一定数量图书。

附：无锡市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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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无锡市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申报表

单位名称

主管单位

负责人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联系人
（*负责签收）

手 机
（*非常重要）

送货地址

邮 编 电子邮箱

单位人数 管理员人数

场地面积 投入总额

藏书量（可上网阅

读器或电脑数量）

购书（阅读器或

电脑）投入

报刊数量 电子音像制品

免费 wifi 有〇无〇 读书网站名称

读书兴趣小组数量 总人数

当年已开展活动数 计划开展活动数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工会联系人签字：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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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无锡市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补充图书方案

一、补充标准

2021 年度评定的无锡市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补充图书。标准

为12000 元。

二、补充办法

各示范点直接与市总工会经过招标确定的供应书商联系，联

系方式见下表：

供应书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张伟 18051955985

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 张伟 18550000521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 曾金 17765566555

各示范点只允许按补充标准选择其中一家供应书商采购。

三、必购书单（即附件 1中 20本优秀书目）。

四、采购审核及完成时限。各示范点向供应书商提供采购目

录，由供应书商报送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核准后，再

行派送。采购的完成时限为 2022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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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无锡市职工阅读推广联盟申报表

申报单位：

单位类型
□职工书屋 □机关、企事业单位 □书店、图书馆 □社会组织

□其他

此三项由单位类型为职工
书屋示范点的填写

何时获评何层级职工书屋

是否对社会面开放

开放时间段

今年已开展职工阅读活动场次（需另附活动照片，简介等资料）

活动规模（参与人数）

截至本年底，拟带动周边企业职工开展阅读活动场次及规模（需
另附详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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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优秀读书组织申报表

组织名称 组织人数

所属单位

（地区）
负责人及电话

领读员

（可多填）

开展

活动

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