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８ 年度荆州市总工会工作总结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市总工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ꎬ 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各项决策部

署ꎬ 坚持服务大局、 服务职工、 服务基层ꎬ 聚焦主责主业ꎬ 凸显

担当作为ꎬ 着力推动全市工会工作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ꎮ

一、 注重思想引领ꎬ 政治方向更加坚定ꎮ 全市各级工会深入

学习贯彻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工会十七大、 省工会十

三大精神ꎬ 累计组建近 ８０ 个职工宣讲团进企业、 车间、 班组宣

讲 ３２０ 场次ꎬ 参与职工约 ２８ 万人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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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职工演讲比赛ꎬ ２６５ 个工会组织 ３２０ 名选手积极参与ꎮ

系列宣讲、 演讲等活动ꎬ 让全市广大职工和工会组织树牢 “四个

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ꎬ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ꎬ 以实际行动

推动党的意志和主张转化为广大职工砥砺奋进的生动实践ꎮ

二、 注重素质提升ꎬ 发展力量更加汇聚ꎮ 组织 “勇当主力

军ꎬ 建功大振兴” 的职工劳动竞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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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０ 多家企事

业单位开展了 ３５ 个工种 (项目) 的竞赛活动ꎬ 参赛职工达 １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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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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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开展首届职工创业创新大赛ꎬ 共 ７４ 家单位参加

比赛ꎬ 评选出 “十佳创业奖” 和 “十佳创新奖”ꎮ 组织队伍分别

参加省总工会创新成果大赛、 全国第六届网络安全管理、 全省切

筑工技能大赛等技能比武活动ꎬ 取得较好成绩ꎮ

三、 注重示范带动ꎬ 先模作用更加彰显ꎮ 大力开展先模人物

选树工作ꎮ 五一前ꎬ 推荐评选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１ 人、 省劳模

３０ 人、 市劳模 １００ 人ꎬ 省五一劳动奖章 １ 人ꎬ 省五一劳动奖状 １

个ꎬ １ 个企业班组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２ 个企业班组被

授予湖北省工人先锋号称号ꎮ ４ 人被省总工会评为 “荆楚工匠”ꎮ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ꎮ 在市电台、 日报社开

辟 «新时代劳动者» 宣传专栏ꎬ 大力宣传全市广大职工建功立

业、 扶贫攻坚、 创新发展实践ꎬ 重点报道 ２０ 位有代表性的先进

模范人物事迹ꎮ 推动劳模创新创造ꎮ 以劳模、 工匠能手为核心ꎬ

组建企业创新团队ꎬ 推动劳模创新工作室建设ꎬ 命名省示范性劳

模创新工作室 １ 个、 省劳模创新工作室 ４ 个ꎻ 新建市、 县两级劳

模创新工作室 １００ 家ꎬ 全市总数达 ２７０ 家ꎮ

四、 注重权益维护ꎬ 劳动关系更加和谐ꎮ 扎实开展维权机制

建设ꎬ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双要约” 集中行动ꎬ 督促全市 ８６ 家

企业 (行业)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ꎻ 推行 “职工议事” 制度ꎬ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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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职代会” 三项制度ꎬ 开设 “职工代表点单式课堂”ꎬ 加强职

工代表远程教育培训ꎬ 提升职工代表参政议事能力ꎻ 开展 “安康

杯” 竞赛活动ꎬ 推进 “六型” 班组建设ꎬ 全市各级工会培训班

组长 ２５０ 人ꎬ 全市企业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签订率达 ９２％

以上ꎮ 推进工会普法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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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劳动关系调解ꎮ 市县两级职工服务中心

接待职工信访共 ４６４ 起 (件) １０６２ 人次ꎬ 及时协调处理矛盾纠

纷ꎬ 有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ꎮ

五、 注重共建共享ꎬ 服务实效更加明显ꎮ 加大职工帮扶工作

力度ꎮ 市县两级工会筹措送温暖资金 １０００ 多万元ꎬ 走访慰问困

难劳模ꎬ 困难职工、 农民工 １００００ 人次以上ꎻ 筹资 ２００ 多万元ꎬ

慰问高温一线职工近 ４００００ 人次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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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开展女职工关爱行动ꎬ 为困难

女职工进行免费 “两癌” 筛查、 购买安康保险ꎻ 开展农民工关

爱行动ꎬ 参与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ꎬ 依法为农民工清欠劳动

报酬ꎻ 发放工会会员小额担保贷款 ６３５０ 万元ꎮ 加大职工普惠服

务工作ꎮ 稳步推进荆州工人文化宫改造升级ꎬ 建设 ３０ 家户外职

工爱心驿站、 ８ 家 “爱心母婴室”、 ３０ 家 “职工书屋”ꎬ 利用活

动阵地组织开展 “书香汇缘” 青年交友、 市直职工写作大赛、

庆 “五一” 全市职工太极拳 (剑) 大赛、 单身职工相亲交友会

等职工服务活动 １００ 多场次ꎮ 加强农村精准扶贫工作ꎮ 加大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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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点柳湖村扶贫工作ꎬ 筹资 ４ 万元走访慰问贫困户及困难户

１１２ 人次ꎬ 争取项目资金近 ２００ 万元ꎬ 新增装机 ９０ 千瓦电排机

组、 新建村级办公活动场所ꎻ 发挥工会职能ꎬ 为全市农村贫困人

口提供就业、 维权服务 ２６０ 人次ꎮ 推进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ꎮ

积极发挥牵头部门职责ꎬ 推动市直相关部门出台具体帮扶措施ꎬ

全年按期完成 ５０％ 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任务ꎮ

六、 注重扩面提质ꎬ 基层基础更加夯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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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召开乡镇 (街道)、 开发区 (工业园区) 工会建设现

场推进会ꎬ 新成立 ９ 个乡镇、 开发区总工会ꎮ 工会组建工作取得

新成绩ꎬ 全市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工会组织实现全覆盖ꎬ

推动 １４ 家民营医院和 １７ 家民办学校组建工会组织ꎬ 评选命名 ４０

家示范单位和 ３０ 家达标单位ꎮ “八大员” 入会取得新突破ꎮ 成立

荆州市保洁行业工会联合会ꎬ １００００ 多名家政服务员和护理护工

员加入工会组织ꎻ 全市 １２ 家保安公司全部成立工会组织ꎬ 涵盖

保安员 ５１００ 人ꎻ 依托九鼎房产等重点单位建立工会组织ꎬ 吸纳

４００ 名房产中介员入会ꎻ 帮助指导物流龙头企业湖北龙帝良运运

输有限公司成立工会ꎬ 吸纳覆盖货车司机 １８０ 人加入工会组织ꎮ

建立健全工会主要领导抓基层述职报告制度、 基层工会主席津贴

等激励机制ꎬ 激发了基层工会活力ꎮ

七、 注重改革创新ꎬ “两项改革” 更加有效ꎮ 深化工会改革

工作ꎮ 成功召开荆州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ꎬ 选举产生新一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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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领导班子ꎬ 制定未来五年工作目标任务ꎻ 指导县市区总工

会利用换届契机ꎬ 提高先模人物和一线职工在工会领导机构中的

比例ꎻ 紧盯工会工作短板ꎬ 实施 １２ 个专项改革ꎬ 优化工会工作

模式、 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ꎬ 探索出台 «荆州市非公有制企业兼

职工会主席工作津贴实施办法 (试行)»ꎬ 增强基层工会活力ꎮ

突出职工需求导向ꎮ 着力构建 “互联网 ＋ ” 职工服务体系ꎬ 把

信息、 服务、 维权、 建会等工作拓展到网上ꎬ 扩大工会工作影响

力ꎮ 深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ꎬ 发挥牵头部门职责ꎬ 推动

市委市政府出台实施方案ꎬ 市直相关部门出台配套政策文件ꎬ 建

立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ꎬ 改革已初见成效ꎮ

八、 注重党的建设ꎬ 全面从严治党更加深入ꎮ 始终把党的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 作为统领ꎬ 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ꎬ 扎实开展 “争做三个表率 争创模范机关” 活动ꎬ 主

动接受市委巡察ꎬ 扎实开展巡查整改ꎬ 深入推进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集中整治活动和市直机关党建专项整治活动ꎮ 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ꎬ 专题研究并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意识形态领域工作

和统战工作ꎬ 党组的坚强堡垒作用进一步发挥ꎮ 稳步推进工会经

费委托税务代收和财政划拨ꎬ 形成立体经审监督体系ꎬ 进一步织

密制度笼子、 筑牢防控堤坝ꎮ 有序推进机关干部下基层、 工会干

部大培训活动ꎬ 引导全市工会干部转作风、 接地气ꎬ 当好职工

“娘家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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