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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总工会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

荆州市总工会二月份工作完成情况

一、 圆满完成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

会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暨纪念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征文活动ꎮ 本次征文活动得到全市各级工会高度重视收ꎬ 共

到征文 ２３２ 篇ꎮ 上报征文内容主题明确、 真实生动、 富有真情实

感ꎬ 热情呕歌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发生的历史性伟大变革ꎬ 交流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的心得

体会ꎬ 满怀深情地抒写了在工会组织关怀下进步成长以及参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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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服务企业、 服务职工的所见、 所闻、 所感ꎬ 从不同角度折射出

全市职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和良好的精神面貌ꎮ １３ 日ꎬ 活动组

委会评审组评选出 ５８ 篇获奖征文ꎬ 其中一等奖作品 ３ 篇ꎬ 二等

奖作品 ５ 篇ꎬ 三等奖作品 １０ 篇ꎬ 优秀作品奖 ４０ 篇ꎬ 优秀组织奖

１１ 个ꎮ 优秀作品在 «荆州日报» 及市总工会官网、 微信公众号

进行展播ꎮ

二、 成功召开市总工会五届二次全委 (扩大) 会议ꎮ ２８ 日ꎬ

市总工会召开五届二次全委 (扩大) 会议ꎬ 学习贯彻中央书记

处对工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总工会十三届二次全委 (扩

大) 会议精神、 表彰先进、 通过相关人事变动事项、 全面总结

２０１８ 年工作和安排部署 ２０１９ 年工作ꎮ 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 市

总工会主席袁德芳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官庆军主持会议ꎮ 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经审委员和拟增替补

的委员、 经审委员候选人等 １４０ 多人参加会议ꎮ

袁德芳充分肯定 ２０１８ 年工会工作ꎬ 办成 “十件大事”ꎬ 创造

了不少亮点、 品牌和业绩ꎮ 提出了四个方面要求ꎬ 即要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ꎬ 旗帜鲜明讲政治ꎬ 学思践悟新思想ꎬ 厚植核心价值

观ꎻ 要坚持服务大局的目标导向ꎬ 把着力点放在凝聚职工智慧和

力量上来ꎬ 把支撑点放在壮大产业工人队伍上来ꎬ 把聚焦点放在

推动职工创新创造上来ꎻ 要坚持职工为本的工作导向、 构建职工

服务体系、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ꎬ 构建职工服务机制ꎻ 要坚持 “增

三性、 去四化” 的改革取向ꎬ 在健全组织上要有所作为ꎬ 在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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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上要有所作为ꎬ 在队伍建设上要有所作为ꎮ

官庆军作了题为 «踏上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团结动员全市广

大职工为奋力打造 “万里长江 美在荆江” 新画卷作出新贡献»

的工作报告ꎮ 明确 ２０１９ 年全市工会工作要围绕 “五个紧扣”ꎬ 切

实在坚守正确政治方向、 担当政治责任、 凝聚智慧力量、 共创美

好生活、 夯实基层基础、 从严治党管会等六个方面下功夫ꎬ 着力

办好 “十件大事”ꎬ 全面推进各项工作开展ꎻ 要求全市各地各级

工会要迅速向同级党委作好汇报ꎬ 向基层传达好会议精神ꎬ 及时

安排部署今年工作ꎮ

三、 迅速出台 «全市工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十项措施»ꎮ １３

日ꎬ 市总工会组织召开机关干部大会传达市直机关深化作风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ꎬ 结合工会实际就深入贯彻落实好会议精

神讨论并提出工会组织服务民营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ꎮ 在多方面

征求意见ꎬ 多次修改完善后ꎬ ２０ 日出台了 «全市工会服务民营

经济发展十项措施»ꎬ 从落实强化教育引领、 汇聚企业发展力量ꎬ

激发劳动热情、 提高企业生产效能ꎬ 推进技术创新、 提升企业竞

争能力ꎬ 培育劳模工匠、 推动企业经营发展ꎬ 加大职介职培、 助

力解决用工难题ꎬ 实施小额贷款、 助力化解融资难题ꎬ 健全协调

机制、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ꎬ 加强劳动保护、 提高安全生产水平ꎬ

尽力帮扶服务、 保障职工安心工作ꎬ 扶持工会建设、 促进企业健

康发展等十项措施中ꎬ 内挖潜力、 重心下沉、 主动服务ꎬ 进一步

发挥工会职能作用ꎬ 服务好全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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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联合举办春风行动 “就业在荆州” 大型公益招聘会ꎮ

２３ 日—２４ 日ꎬ 市总工会、 广播电视台、 江汉就业通等单位联合

举办春风行动 “就业在荆州” 大型公益招聘会ꎮ 参加招聘的 ２００

多家单位ꎬ 提供 ５０００ 多个就业岗位ꎬ 现场签订意向性协议 １５００

多份ꎮ 活动中ꎬ 市总工会开展了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 公益

法律服务行动ꎬ 发放 «劳动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宣传手册 ８００ 多

本ꎬ 接待咨询人数约 ２０００ 多人次ꎬ 为求职人员送法律、 送咨询ꎬ

深受广大求职者的热烈欢迎ꎬ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ꎮ 此外ꎬ 市

总工会还参加了荆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奥体中心和火车

站举办的 “服务民企 春风送岗” 大型公益招聘ꎬ 积极在缓解荆

州企业招工难、 吸引更多的返乡求职者在荆州就业、 推动人才和

用人单位的双向交流、 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工作中发挥工会

职能作用ꎮ

五、 全市 ７ 家单位母婴室喜获 “湖北省示范爱心母婴室” 称

号ꎮ 近年来ꎬ 市总工会高度重视 “爱心母婴室” 建设ꎬ 实施多

层面协调推进、 分类指导、 重点打造ꎬ 着力推进交通枢纽服务、

大型服务商圈、 员工密集型企业等公共场所 “爱心母婴室” 建

设ꎬ 建成爱心母婴室 １５ 家ꎮ 本月上旬ꎬ 我市江陵县总工会、 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石首分公司、 公安县人民医院、 监

利县浩宇制衣有限公司、 监利江城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武汉中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沙市百货连锁分公司、 荆州市妇幼保健院等 ７

家单位母婴室被湖北省总工会授予 “湖北省示范爱心母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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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ꎮ

六、 完成全省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工作先进单位、 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的评选推荐工作ꎮ 按省总通知要求ꎬ 市总工会迅速下达

评选推荐方案ꎬ 采取基层工会对标申报、 业务部室审核指导、 党

组研究决定的方式ꎬ 推荐本市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先进单位 １３ 家、

示范单位 １ 家、 优秀工会工作者 １ 名ꎬ 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建

设先进单位 ４ 家ꎬ 优秀工会工作者 １ 名ꎬ 并如期上报给省总

工会ꎮ

七、 组织召开 ２０１８ 年度党组民主生活会ꎮ ２ 月 １ 日ꎬ 市总工

会党组召开 ２０１８ 年度民主生活会ꎮ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官庆军主持会议ꎬ 市纪委派驻市委统战部纪检组组长王经砺

到会指导ꎮ 会上ꎬ 通报了 ２０１７ 年度市总工会党组民主生活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ꎮ 市总

工会党组书记官庆军代表党组作对照检查ꎬ 查摆问题ꎬ 剖析问题

原因ꎬ 并提出了整改措施ꎮ 党组成员着重从思想政治、 精神状

态、 工作作风等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逐一对照检查ꎬ 认真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ꎬ 起到相互教育、 相互监督的效果ꎬ 达到增进团

结、 共同提高的目的ꎮ

八、 深入推进市总工会资产管理工作ꎮ ２６ 日上午ꎬ 省总工

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刘建宇一行到市总工会调研指导工作ꎮ 重点

听取全市工会经费税收代收专项工作情况及文化宫建设等方面工

作汇报ꎬ 实地察看荆州工人文化宫升级改造情况ꎮ 高度肯定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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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工作扎实、 亮点多ꎬ 很多工作具有开创性ꎬ 走在全省工

会的前列ꎻ 表示省总工会将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ꎬ 帮助指导荆州

工人文化宫更好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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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