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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总工会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

荆州市总工会一月份工作完成情况

一、 开展 ２０１９ 年 “大宣传、 大走访、 大调研、 大帮扶、 大

服务” 送温暖暨联帮促活动ꎮ 一是积极推动将 “冬送温暖” 工

作纳入市委工作大局ꎮ ２７ 日ꎬ 市委副书记、 市长崔永辉带队慰

问市直特困职工ꎻ ２８ 日ꎬ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吴朝安慰问市

直困难劳模ꎮ 二是启动 ２０１９ 年春节送温暖暨服务农民工行动ꎮ

１０ 日下午ꎬ 市总工会在中建荆州之星建筑工地举行 ２０１９ 年春节

送温暖暨服务农民工行动启动仪式ꎬ 此次活动拉开了全市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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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送温暖” 序幕ꎬ 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总工会主席袁德芳

出席仪式并讲话ꎬ 对全市工会 ２０１９ 年 “大宣传、 大走访、 大调

研、 大帮扶、 大服务” 送温暖暨联帮促活动提出明确要求ꎮ 三是

开展各类走访慰问活动ꎬ 市县两级工会筹集慰问款近 ５９５ 万元ꎬ

组织开展接农民工回家、 为困难职工送家政服务、 农民工集中入

会、 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 慰问困难职工困难劳模等系列活

动ꎬ 为困难职工提供各项帮扶救助 ２３４８ 人次ꎬ 慰问困难职工

１７９６ 人ꎬ 慰问困难劳模 ４０７ 人次ꎬ 走访企业 ２８５ 家ꎮ

二、 召开 ２０１８ 年度县市区工会工作考评暨基层工会建设述

职报告会ꎮ １６ 日ꎬ 荆州市总工会组织召开 ２０１８ 年度县市区工会

工作考评暨基层工会建设述职报告会ꎬ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

副主席官庆军主持会议ꎬ 各县市区常务副主席、 市总机关干部参

会ꎮ 各县市区常务副主席通过纪实片、 ＰＰＴ 等形式分别对 ２０１８ 年

度工会工作进行述职报告ꎮ 官庆军同志点评 ２０１８ 年各地工会工

作亮点突出、 各具特色ꎻ 总结 ２０１８ 年全市工会工作ꎬ 主要体现

在 “六个更加”ꎬ 即思想引领更加突出、 建功立业更加深化、 服

务职工更加优化、 基层基础更加夯实、 上下协同更加融洽、 队伍

建设更加强化ꎻ 明确 ２０１９ 年全市工会工作要围绕 “五个紧扣”

谋思路ꎬ 即紧扣思想引领的总方向、 紧扣市委决策的总基调、 紧

扣维权服务的总抓手、 紧扣深化改革的总趋势、 紧扣党的建设的

总要求ꎮ

三、 召开机关 ２０１８ 年度述职测评大会和总结表彰会议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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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ꎬ 市总工会机关召开 ２０１８ 年度述职测评大会ꎮ １２ 名机关部室

负责人汇报 ２０１８ 年工作完成情况、 存在的不足以及 ２０１９ 年工作

初步打算和建议ꎮ 全体与会人员对机关文明部室、 先进个人以及

聘用人员绩效考核情况进行测评ꎮ ３０ 日下午ꎬ 召开 ２０１８ 年度市

总工会机关总结表彰会议ꎮ ５ 个文明部室、 ６ 名先进个人、 ３ 名

优秀协理员 (聘用人员) 受到表彰ꎬ ３ 个层次代表分别作交流发

言ꎮ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对受表彰的部室和个

人表示热烈祝贺ꎬ 总结并充分肯定 ２０１８ 年市总工会机关工作ꎬ

重点点评出十项亮点工作ꎬ 对 ２０１９ 年工作提出围绕 “五个紧

扣”、 “坚持十个导向” 的要求ꎮ

四、 组织参加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纪念改革开放活动ꎮ 一方面荆州市总工会在省总工会组织

开展的 “中国梦劳动美” ———学习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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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书法、 美术、 摄影作

品征集评选活动中创造佳绩ꎬ 精心选送近 １００ 幅参评作品中ꎬ 湖

北白云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程金武的摄影作品 «劳作» 和中共

荆州市委宣传部杨雄飞的摄影作品 «工匠» 获全省摄影十佳作

品ꎬ 菱角湖湿地风景园萧山书法作品 «中华腾飞» 获书法优秀

作品ꎬ 荆州工人文化宫费克明美术作品 «振兴之路»、 «大厦建

设者在工地» 获美术优秀作品ꎻ 另一方面组织开展全市职工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暨

纪念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 征文活动ꎬ 目前收到征文 ２３２ 篇ꎬ 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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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初评工作ꎮ

五、 积极推荐参与第十二届湖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 “双十

佳” 评选活动ꎮ 经各地工会层层推荐、 审核、 评选、 公示等流

程ꎬ 我市推选的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公安分局被评为第十二届

湖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ꎬ 同时被授予湖北省五一劳动

奖状ꎻ 湖北昭信律师事务所三级律师杨颖被评为先进个人ꎮ

六、 开展精准扶贫结对帮扶活动ꎮ 为确保贫困户、 困难群众

安全温暖过冬ꎬ 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ꎬ 荆州市总工会筹措

３ 万多元的慰问金、 米油等慰问物资ꎬ 开展精准扶贫结对帮扶活

动ꎮ １７ 日ꎬ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带领 ２３ 名机

关干部深入监利县福田寺镇柳湖村走访慰问贫困户ꎮ 结对帮扶干

部与贫困户亲切交谈ꎬ 详细了解贫困户家庭成员的工作、 生产生

活和健康状况ꎬ 询问急需解决的问题ꎬ 宣传讲解扶贫政策ꎬ 共同

谋划来年家庭发展计划ꎮ 本次活动走访慰问了 ４１ 户贫困户和 ３０

户困难群众、 老党员ꎬ 为他们送上新春的问候ꎮ

七、 组织开展 “职工说了算” 及 “职代会测评” 测评工作ꎮ

荆州市总工会高度重视ꎬ 迅速组织召开 “职工说了算” 网络测

评投票工作部署会ꎬ 明确各部门职责ꎬ 将此项工作与春节送温暖

走访慰问活动结合起来ꎬ 督促全市各地各级工会工作人员动起

来、 沉下去、 到一线ꎬ 组织测评投票活动ꎮ 采取微信工作群晒活

动动态ꎬ 每日上报活动进展ꎬ 定期通报投票数等方式方法ꎬ 推动

测评投票活动ꎬ 进一步扩大工会工作在职工中的影响力与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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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ꎮ 截止 ２７ 日ꎬ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职工参与投票 ７０００ 余人ꎬ 有

效票 ６０００ 余张ꎬ 位居全省前列ꎮ 月初ꎬ 按照省总的部署和要求ꎬ

将职代会测评问卷下发至各地工会ꎬ 指导各地开展测评工作ꎬ 并

督促做好问卷统计、 汇总、 报送等工作ꎬ 共有 ３２４ 家企事业单位

参与此次问卷测评ꎮ

八、 开展全市职工队伍稳定排查化解工作ꎮ 根据省总工会文

件精神ꎬ 荆州市总工会制发 «关于切实做好春节和全国及省、 市

“两会” 期间全市职工队伍稳定和信访工作的通知»ꎬ 认真做好

信访工作ꎬ 接待来访群众ꎬ 化解突出矛盾ꎮ １ 月受理各类诉求 １５

件、 接待来访 ２８ 人次ꎬ 其中来访 １０ 件、 １２３５１ 维权热线来电访 ５

件ꎮ

九、 坚持问题导向立行立改ꎬ 切实管好用好工会经费ꎮ 按照

«关于开展 “一桌餐”、 违规发放工会福利、 私车公养等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 (荆纪办 〔２０１８〕 ５ 号) 文件要求ꎬ 荆

州市总工会牵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违规发放工会福利问题专项治

理工作ꎮ 采取各地各单位自查和工作组专项抽查相结合的方法ꎬ

发现基层工会在工会经费收支管理使用上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问

题ꎮ 市总工会及时召开县市区总工会主要负责人会议ꎬ 通报自查

抽查情况ꎬ 明确全市各地工会在基层工会经费的管理和审计工作

中要注意的倾向性问题与下步工作重点ꎻ 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

工会经费管理和审计监督切实管好用好工会经费的意见» (荆工

办发 〔２０１８〕 １６ 号)ꎬ 要求各地各单位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ꎬ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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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监督合力ꎬ 进一步扎紧制度的笼子ꎬ 切实管好用好工会经费ꎮ

市总工会报送的 «关于开展违规发放工会福利问题专项治理的情

况报告»ꎬ 其主要做法被省总领导批示印发各地市州总工会、 省

直产业工会供参阅ꎮ

报: 省总工会、 市 “四大家” 有关领导、 市 “四大家” 办公室
发: 各县市区总工会、 市总机关各部室、 各驻会产业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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