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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荆州市总工会大事记

一、 领导关怀类

１、 １ 月 ２３—２４ 日ꎬ 湖北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刘晓林

带领基层工作部部长郑明华到荆州开展走访慰问活动ꎮ

２、 ２ 月 ２８ 日ꎬ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胡碧辉一行到荆

州开展 “联帮促” 活动ꎮ

３、 市委常委先后三次听取市总工会工作汇报ꎬ 研究工会工

作ꎮ ２ 月 ２４ 日ꎬ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市总工会关于中央领导同

志对工会工作指示精神及省总全委会精神汇报ꎻ ８ 月 １０ 日ꎬ 听取

市总工会关于湖北省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有关精神的汇报ꎻ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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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２１ 日ꎬ 听取市总工会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

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和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的汇报ꎬ 研究

我市学习宣传贯彻的具体措施ꎮ

４、 ３ 月 ７ 日ꎬ 市总工会组织召开推进荆州市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协调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ꎬ 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市总

工会主席袁德芳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市政府副市长向斌主持会议ꎮ

５、 ３ 月 ８ － ９ 日ꎬ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董永祥赴

松滋、 石首调研荆州工会工作ꎮ

６、 ４ 月 １３ 日ꎬ 省总工会副主席胡碧辉、 省经贸工会主任周

溢及副主任蒋萍一行 ３ 人赴荆州调研商贸工会工作ꎮ

７、 ４ 月 ２７ 日ꎬ 市委、 市政府召开荆州市庆祝 “五一” 国际

劳动节暨劳模表彰大会ꎬ 隆重表彰近年来在全市各条战线涌现出

来的 １００ 名劳动模范ꎮ

８、 ５ 月 １９ 日ꎬ 举行全市职工太极拳 (剑) 大赛ꎬ 市委常

委、 统战部部长、 市总工会主席袁德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活动

开幕ꎮ

９、 ６ 月 ５ 日ꎬ 市总工会组织召开全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

第一次联席会议ꎬ 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市总工会主席袁德芳

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市政府副市长向斌主持会议ꎮ

１０、 ７ 月 １９ 日ꎬ 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市总工会主席袁德

芳组织召开全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协调领导小组第二次

会议ꎮ

１１、 ７ 月 ２０ 日ꎬ 市委书记何光中ꎬ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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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林ꎬ 市政府副市长向斌等市领导参加夏送清凉活动ꎬ 慰问坚守

高温一线在岗职工ꎮ

１２、 ８ 月 ２３ 日ꎬ 举行 ２０１８ 年 “金秋助学” 助学金发放仪式ꎮ

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市总工会主席袁德芳出席活动并讲话ꎮ

１３、 ８ 月 ２９ 日ꎬ 市委第四巡察组向市总工会党组反馈巡察情

况ꎮ 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 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贾石松ꎬ 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市总工会主席袁德芳出

席会议并讲话ꎮ

１４、 ９ 月 ５ － ８ 日ꎬ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吴静率省总

工会组织部部长胡东红、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危永星等一行到荆

州宣讲省工会十三大精神ꎬ 开展 “联帮促” 活动ꎮ

１５、 ９ 月 ２０ 日ꎬ 市委书记何光中主持召开市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研究全市乡镇 (街道)、 开发区 (工业园

区) 工会改革工作ꎮ

１６、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经审会主任舒琼一行

到荆州调研工会经审工作ꎮ

１７、 １１ 月 ２６ 日ꎬ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董永祥在

省总机关与荆州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市总工会主席袁德芳一

行座谈交流ꎬ 听取荆州市工会工作汇报ꎮ

１８、 １２ 月 ６—７ 日ꎬ 召开荆州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ꎬ 市委

书记何光中ꎬ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董永祥出席大会并

讲话ꎮ 市委副书记、 市长崔永辉ꎬ 市政协主席王守卫等市领导出

席大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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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 承办中央和省财政专项帮扶资金管理使用

座谈荆州片会ꎬ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刘富国出席会议ꎮ

二、 职工思想引领类

１、 举行市直职工书法大赛ꎮ 活动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份启动以

来ꎬ 共收到优秀书法作品 ２４０ 余幅ꎬ 评选出书法作品一等奖 １

名、 二等奖 ２ 名、 三等奖 ３ 名、 优秀作品奖 ３１ 名、 展览奖 １１２

名、 最佳人气奖 １ 名、 优秀组织奖 １２ 家ꎮ

２、 举行 “庆三八逛灯会” 暨 “书香三八智慧启航” 读书

活动启动仪式ꎮ ２ 月 ２８ 日ꎬ 市总工会在关公义园举办活动ꎬ 来自

市直机关、 企事业单位一线女职工代表共 ５００ 人出席启动仪式ꎮ

３、 举办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首场宣讲” 活动ꎮ ３ 月 １２ 日ꎬ 市总工会在金凤皇冠大酒店举

办首场宣讲活动ꎬ １５０ 名工会干部参加活动ꎮ

４、 举办 “中国梦劳动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演讲比赛ꎮ 市总工会于 ４

月初启动初赛ꎻ ５ 月 ２５ 日ꎬ 全市 ２６５ 个工会组织 ３２０ 名选手参加

选拔、 初赛以及选拔赛ꎬ 最终 １２ 名选手进入决赛ꎻ ８ 月ꎬ 组织参

加全省职工主题演讲活动中获省总工会、 省网信办、 省广播电台

通报表彰ꎮ

５、 开展 “劳模当代郢匠 (工匠)” 宣传活动ꎮ “五一” 前

后ꎬ 市总工会在市电台、 日报社开辟 «新时代劳动者» 宣传专

栏ꎬ 全方位多角度重点报道 ２０ 位有代表性的先进模范人物事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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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举办 “文明与你我同行、 创建让生活更美———荆州市首

届市直职工写作大赛”ꎮ 写作大赛共收到 ６０ 家单位共计 ３５２ 篇稿

件ꎮ 截止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网上投票中微信访问量 ７０ 余万ꎬ ２２ 万余

人次参与投票ꎮ

７、 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

宣讲活动ꎮ １１ 月初ꎬ 市总工会组建 ６ 个宣讲小组深入全市大型骨

干企业工会宣讲ꎬ 组织宣讲活动达 ７８ 场次ꎬ 参与职工近万人ꎮ

８、 １１ 月 ９ 日ꎬ 市总工会被省总工会、 省新闻者协会授予

２０１７ 年度 “湖北五一新闻奖” 集体三等奖ꎮ

９、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市总工会推荐的河道局公安分局在第十二届

省职工职业道德评选活动中获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 省总工会

通报表彰ꎮ

１０、 １２ 月ꎬ 市总工会选送的作品在全省职工书法美术摄影作

品评选中获奖ꎮ

１１、 １２ 月ꎬ 市总工会官网、 微信公众号入选全市政务宣传

２０ 强ꎬ 被授予政务新媒体品牌贡献奖ꎮ

三、 职工建功立业类

１、 开展双节 “送温暖” 活动ꎮ 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２ 日ꎬ 全市工

会筹措送温暖资金 １０００ 多万元ꎬ 开展 “大走访、 大服务、 大关

爱、 大普惠” 活动ꎬ 走访慰问 １００００ 人次以上ꎬ 帮扶 ３０００ 多人ꎬ

免费接 １００ 名荆州外出务工人员回家过年ꎮ

２、 推进全市城镇困难职工解脱困工作ꎮ ２ 月 １３ 日ꎬ 市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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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推动下发 «荆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城镇困难职工解困

脱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ꎻ ３ 月 １４ － １５ 日ꎬ 分别召开市、 县两

级工会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部署会ꎻ ６ 月 ５ 日ꎬ 牵头召开

全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第一次联席会议ꎬ 市人社局、 市民政

局等 １３ 家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负责人及联络员参加会议ꎻ ９ 月 ２０

日ꎬ 组织召开全市工会落实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责任制座谈会ꎮ

３、 举行全市职工太极拳 (剑) 大赛ꎮ ５ 月 １９ － ２０ 日ꎬ 在荆

州工人文化宫体育场举办活动ꎬ ４５ 支代表队约 ７００ 名选手参赛ꎮ

４、 开展夏送清凉活动ꎮ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共筹措 １５０ 万元

经费ꎬ 慰问 ３ 万多名职工ꎬ 其中市总本级筹措 ３３ 万元购买防暑

降温物资ꎬ 慰问近 ４０００ 名职工ꎮ

５、 开展 ２０１８ 年 “金秋助学” 活动ꎮ 全市工会共筹集助学金

约 ３００ 万元ꎬ 资助 １０００ 多名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上学ꎬ 其中市总

本级资助 １５０ 多名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上学ꎮ

６、 举办首届 “邮储银行杯” 职工创业创新大赛ꎮ ９ 月初启

动大赛ꎬ 收到报名项目 ７４ 个ꎻ １１ 月 ５ 日ꎬ 举行职工创业创新大

赛ꎬ 评选出 “十佳创业奖” 和 “十佳创新奖”ꎮ 获奖的优秀项目

被推荐参加湖北省首届 “工友杯” 职业创业创新大赛决赛ꎮ

７、 推荐一批职业教育基地ꎮ ９ 月ꎬ 市总工会命名职业技术

学院等 ４ 家教育机构为职业教育基地ꎬ 给予每个单位 １ 万元的支

持ꎬ 其中推荐 ２ 家单位申报命名为省级示范基地ꎮ

８、 选树 “湖北工匠”、 “荆楚工匠”ꎮ １１ 月底ꎬ 洪城公司李

季被省人社厅评为 “湖北工匠”ꎬ 湖北白云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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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远超等 ４ 人被省总工会评为 “荆楚工匠”ꎮ

９、 推荐劳动竞赛示范项目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奥达纺织、 松滋港区

车阳河港口二期工程建设、 三峡后续工程长江荆州段松滋河湾护

岸工程、 荆州高新区城南高新园等单位竞赛项目被选为省总工会

开展湖北长江经济带发展劳动竞赛的示范项目ꎮ

１０、 组织 “勇当主力军ꎬ 建功大振兴” 职工劳动竞赛ꎮ 广

泛开展工程建设竞赛、 园区综合性劳动竞赛、 脱贫攻坚竞赛等活

动ꎬ 全市 ５６００ 多家企事业单位开展了 ３５ 个工种 (项目) 竞赛活

动ꎬ 参赛职工达 １００ 万人次ꎮ

１１、 开展劳模创新工作室建设ꎮ 全年ꎬ 全市建成劳模创新工

作室 ２９０ 家ꎬ 其中被评为省级创新工作室 ７ 家、 市级 ２０ 家ꎮ

四、 职工维权服务类

１、 开展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 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

行动ꎮ 市总工会全年深入开展 “法律六进”、 “流动式课堂” 活

动 ３５ 场ꎬ 发放法律法规宣传册 １５０００ 多份ꎬ 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６００ 多人次ꎮ

２、 参加省文体竞赛活动获佳绩ꎮ ５ 月 ７—１１ 日ꎬ 市乒乓球代

表队在湖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暨第六届省职工运动会

乒乓球比赛中取得男子团体地方青年组第三名、 男子团队地方中

年组第四名、 女子团体地方中年组第五名、 地方女子中年组双打

第五名、 地方女子中年组单打第六名、 地方男子青年组单打第七

名的好成绩ꎻ １０ 月 １０ 日—１２ 日ꎬ 市总工会代表队在湖北省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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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 (职工) 暨第六届省职工运动会排舞大

赛荣获混合 Ｂ 组团体、 混双、 男双三个项目一等奖ꎻ 混合团体自

选、 混合 Ｂ 组女双项目二等奖的佳绩ꎮ

３、 为女职工送健康ꎮ ８ 月ꎬ 市总工会联合荆州市中医院开

展为期三个月免费宫颈癌、 乳腺癌筛查活动ꎬ 向市直 １０００ 名困

难女职工送健康ꎮ

４、 做好市五运会乒乓球团体赛承办工作ꎮ 联合市直机关工

委组织 ２９ 支由市直各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组成的代表队参赛ꎬ

１０ 月ꎬ 市总工会被省五运会、 市五运会通报表彰ꎬ 授予 “承办

贡献奖”ꎮ

５、 主办京剧艺术节ꎮ １０ 月 １９ － ２０ 日ꎬ 市职工文化体育协会

主办 «楚天京韵» ２０１８ 京剧艺术节ꎬ 连续 ２ 天 １４ 场免费精彩演

出吸引近千名戏迷朋友观赏ꎮ

６、 组建劳模特色跑团参加荆州国际马拉松赛ꎮ １０ 月 ２１ 日ꎬ

市总工会组织 ４０ 名劳模组成劳模特色跑团参加 ２０１８ 荆州国际马

拉松赛ꎮ

７、 开展青年交友联谊活动ꎮ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 “新时代心青年”

２０１８ 双 “１１” 交友联谊会在万达广场盛大举行ꎬ 来自城区市直

单位、 荆州区、 沙市区等 ３２ 家单位的 １７０ 多名优秀青年参加这

次狂欢派对ꎮ

８、 承办中央和省财政专项帮扶资金管理使用座谈荆州片会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 在荆州晶崴国际大酒店圆满召开中央和省财

政专项帮扶资金管理使用座谈荆州片会ꎮ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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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刘富国、 省总权益保障部 (法律工作部) 部长付家斌、 三

级调研员刘梅、 省总档案管理员颜静以及荆州、 荆门、 恩施、 仙

桃、 潜江、 天门市总工会分管副主席、 权益保障部部长ꎬ 荆州市

所辖县 (市、 区) 总工会分管副主席或权益保障部部长参加了

会议ꎮ

９、 全年ꎬ 发放各级劳模生活困难补助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共

计约 ２００ 万元ꎬ 组织 ２００ 多名劳模体检ꎮ

１０、 全年ꎬ 全市新建 ３０ 家户外职工爱心驿站ꎬ 提前完成省

总下达的三年建设指导数ꎮ

五、 深化工会改革类

１、 推进全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ꎮ ３ 月 ７ 日ꎬ 荆州市

召开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协调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ꎬ 贯彻

落实 «荆州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ꎬ 研究部署 ２０１８

年重点工作ꎻ ７ 月 １９ 日ꎬ 召开全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协调领

导小组第二次会议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

话ꎬ 研究深化改革具体措施ꎬ 推动我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落

地落实ꎮ

２、 召开荆州市总工会四届九次全委 (扩大) 会议ꎮ ３ 月 １２

日在金凤皇冠大酒店举办会议ꎬ 市总工会四届委员会委员、 市直

产业工会主席和市直部分骨干企业工会主席共计 １５０ 余人参会ꎮ

３、 召开全市工会基层工作现场推进会ꎮ ５ 月 １１ 日ꎬ 市总工

会在荆州区召开现场推进会ꎬ 研究部署 ２０１８ 年基层工会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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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ꎮ

４、 牵头组织全市深化党的群团改革工作现场推进会议ꎮ ７

月 ６ 日ꎬ 市总工会在江陵县牵头组织全市深化党的群团改革工作

现场推进会ꎬ 学习贯彻省党的群团改革专项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精

神和全省工会改革视频会议精神ꎮ 市总工会作为市委群团工作联

席会议轮值主席牵头做好了会议的各项工作ꎮ

５、 召开 ２０１８ 年市直重点非公企业工会主席座谈会ꎮ ８ 月 ９

日召开会议ꎬ 学习宣传湖北省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精神ꎬ 推进

重点非公企业工会主席津贴制度的实施ꎮ

６、 推进乡镇 (街道)、 开发区 (工业园区) 工会改革ꎮ ９ 月

２０ 日ꎬ 市委书记何光中主持召开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

七次会议研究全市乡镇 (街道)、 开发区 (工业园区) 工会改革

工作ꎻ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荆州市在全省率先出台 «荆州市推进乡镇

(街道)、 开发区 (工业园区) 工会改革的实施意见»ꎮ

７、 召开全市工会集中建会专项行动暨乡镇工会改革工作现

场推进会ꎮ ９ 月 ３０ 日ꎬ 市总工会在洪湖市召开全市工会集中建会

专项行动暨乡镇工会改革工作现场推进会ꎮ

８、 召开荆州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ꎮ １２ 月 ６—７ 日ꎬ 召开荆

州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ꎬ 审议和批准荆州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

会工作报告、 荆州市总工会第四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ꎬ 审

议荆州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财务工作报告ꎬ 选举荆州市总工会

第五届委员会和第五届经费审查委员会ꎮ 市委书记何光中ꎬ 省总

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董永祥出席大会并讲话ꎮ 市委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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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市长崔永辉ꎬ 市政协主席王守卫等市领导出席大会ꎮ 全市各

行各业 ３７８ 名职工代表参加了会议ꎮ

９、 １２ 月ꎬ 市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工作在湖北

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考核中评为优秀单位ꎮ

六、 党的建设类

１、 切实担当党组主体责任ꎮ ３ 月 ２３ 日、 ７ 月 ２４ 日ꎬ 市总工

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党建工作、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意

识形态工作、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ꎮ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

副主席官庆军分别和班子成员、 县级干部、 部室负责人及二级单

位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ꎮ

２、 扎实做好市委巡察工作ꎮ ４ 月 １３ 日ꎬ 召开市委第四巡察

组巡察市总工会党组动员会ꎻ ８ 月 ２９ 日ꎬ 市委第四巡察组向市总

工会党组反馈巡察情况ꎻ ９ 月 １２ 日ꎬ 市总工会召开巡察整改工作

动员部署会ꎬ 宣读 «荆州市总工会关于落实市委第四巡察组反馈

意见的整改方案»ꎬ 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第四巡察组反馈意见精

神ꎬ 安排部署巡察整改落实工作ꎻ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 市委第四巡察组

对市总工会巡察整改情况进行回访督查ꎮ 截止目前ꎬ 市总工会巡

察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ꎬ 市委第四巡察组反馈的 ５ 个方面 １７

个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到位ꎮ

３、 认真开展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活动ꎮ ５

月 １０ 日ꎬ 市总工会召开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

活动动员会ꎬ 进行 “政德建设”、 作风建设大讨论ꎮ

—１１—



４、 ６ 月 ２９ 日ꎬ 市总工会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７ 周

年暨 “七一” 表彰大会ꎮ

５、 ８ 月 ２ 日ꎬ 市总工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ꎬ 学习传达贯彻省

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精神ꎬ 专题研究学习宣传贯彻具体办法ꎮ

６、 ８ 月 １３ 日ꎬ 市总工会召开 “做好三个表率 建设模范机

关” 动员会ꎬ 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

的政治建设重要指示精神ꎬ 专题学习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市

直机关工委书记曾庆祝在全市动员会上的讲话要求ꎮ

７、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 市总工会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学习传达中国工

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ꎮ

８、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 市总工会组织召开全体机关干部大会ꎬ 集中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全

市组织工作会议精神ꎮ

９、 全年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 １４ 次ꎮ

荆州市总工会办公室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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