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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总工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

荆州市总工会三月份工作完成情况

一、 深入学习贯彻省总工会十三届二次全委会议精神ꎮ ２１

日上午ꎬ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省总工会十三届二次全委会议精

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ꎮ 市委书记何光中强调ꎬ 党中央对工会工作

高度重视ꎬ 省总工会召开的十三届二次全委会议进一步对贯彻落

实党中央对工会工作重要指示进行部署ꎬ 特别是尔肯江吐拉洪

同志的讲话精神和董永祥同志所作工作报告为我市工会工作指明

了方向ꎮ 他要求ꎬ 全市工会一定要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好会议

精神ꎬ 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ꎬ 加大维权服务力度ꎬ 深入推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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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改革创新ꎬ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ꎬ 在服务中心、 服务职工、 服务

基层中ꎬ 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建功新时代ꎬ 不断推动全市工会工作

创新发展ꎮ 一定要紧紧围绕市委的决策部署ꎬ 找准工作突破口ꎬ

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抓实抓好ꎮ 为贯彻落实省总工会十三届

二次全委会议和市委何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市总工会于 ２７—２８

日分部室召开工作会议ꎬ 对接省总工会 ２０１９ 年度工作要点ꎬ 研

究市总工会各部室工作项目清单ꎬ 细化工作措施ꎬ 明确推进工作

的载体和步骤ꎬ 将工作任务项目化、 具体化、 清单化ꎮ

二、 组织党组书记讲授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专题党课ꎮ

２６ 日下午ꎬ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为机关干部

和直属单位工作人员讲授题为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全面推

进工会系统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 专题党课ꎬ 组织学习 «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ꎮ 官庆

军围绕学习贯彻 «意见»ꎬ 从 «意见» 出台的背景和主要特点、

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大意义及目的等方面联系实际ꎬ

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释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市总工会以学习贯彻 «意见»

为重点ꎬ 以强化政治引领、 强化理论武装、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加强作风建设为抓手ꎬ 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

力量ꎬ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工会干部队伍ꎬ 提升工会组织的吸引力

凝聚力ꎬ 实现工会系统党的政治建设全面推进ꎬ 工会系统党的建

设质量全面提高、 党的政治建设主体责任全面落实ꎮ

三、 开展 ３ 月大调研活动ꎮ ３ 月ꎬ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

副主席官庆军带队分别到江陵、 松滋、 公安、 监利等地调研工会

工作ꎬ 重点听取各地 ２０１９ 年重点工作汇报ꎬ 深入企业和基层工

会ꎬ 详细调研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重大风险防范化解、 城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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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解脱困、 工会改革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重点工作ꎬ 为

各地 ２０１９ 年工会工作把关定向ꎮ 根据工作安排ꎬ 市总工会各党

组成员分别带队结合分管工作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活动ꎮ

四、 召开荆州市直非公有制企业工会主席述职考评会ꎮ １９

日至 ２２ 日ꎬ 市总工会分片召开 ２０１９ 年度市直重点非公企业工会

主席述职考评会议ꎬ 市工业制造业工会联合会、 商贸服务业工会

联合会和荆州开发区总工会推荐的 ３０ 家市直重点非公企业工会

主席进行了述职和考评ꎮ 各企业工会主席分别从组织机构建设、

维权机制建设、 活动载体等三方面述职汇报 ２０１８ 年工作ꎬ 相互

查看工作资料ꎬ 开展自评、 互评ꎬ 考核小组测评等系列考评工

作ꎮ 这次述职考评是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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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具体举措ꎬ 市总工会严格按照提出

申请、 培育帮带、 述职考评三个环节ꎬ 对照模范职工之家考核标

准ꎬ 结合落实市总年度重点工作情况ꎬ 实行百分制考核ꎬ 综合评

定出 “优秀、 良好和一般” 三个等次ꎬ 每月发放 １００ 元至 ３００ 元

的工作津贴ꎮ

五、 开展女职工维权月系列活动ꎮ 一是组织全市女职工参与

全省女职工维权答题活动ꎬ 据省总反馈ꎬ 截止 ２０ 号ꎬ 荆州共有

近 ３０００ 人次参与答题活动ꎮ 二是利用网站、 微信平台宣传全总

编写的 «促进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指导手册» 和宣传短片ꎮ 三是

组织全市开展女职工维权大讲堂ꎬ ３ 月共开展维权讲座 ５０ 多场

次ꎬ １０００ 多人次女职工参加ꎮ

六、 督促指导各县市区总工会、 市直产业工会、 驻会产业工

会宣传贯彻市总工会五届二次全委 (扩大) 会议精神ꎮ 市总工

会组织专班深入企业、 车间宣讲五届二次全委 (扩大) 会议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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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ꎬ 督促指导各地各级工会通过多种通俗易懂、 容易接受的形式

开展宣传贯彻会议精神活动ꎬ 推动会议精神落地落实ꎬ 确保全年

工作开好头、 起好步ꎮ 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市工业制造业工

会联合会、 市商贸服务业工会联合会、 市直属工会分别组织召开

全委 (扩大) 会议ꎬ 安排部署全年工作ꎬ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市

总工会五届二次全委 (扩大) 会议精神ꎻ 江陵县、 松滋市、 石

首市等地总工会召开全委 (扩大) 会议学习贯彻市总工会五届

二次全委 (扩大) 会议精神ꎬ 洪湖市、 公安县、 监利县等地总

工会深入乡镇、 开发区基层工会开展宣讲活动ꎮ

七、 荆州职工素质提升大讲堂—育婴师培训开班ꎮ ２０ 日ꎬ

市总工会 ２０１９ 年第一期育婴师培训开班ꎬ 参训学员 １００ 多人ꎮ

此次培训ꎬ 结合 ２０１８ 年培训反馈情况ꎬ 精心设置培训内容ꎬ 注

重理论性专业授课ꎬ 突出实践性操作指导ꎬ 涵盖孕产妇均衡营

养、 产后健康与护理、 新生儿护理等专业知识ꎬ 新增月嫂心理素

质、 产后心理健康ꎬ 月嫂必备的法律法规ꎬ 宝宝预防接种等内

容ꎮ 截止当前ꎬ 市总工会举办 “月嫂” 培训班 ４１ 期ꎬ 培训学员

３３７６ 人ꎬ 其中 １８９６ 人通过人社部门技能考评、 获得中级以上育

婴师职称ꎬ 所培训学员已成为荆州市母婴市场的主力军ꎬ 打响了

“荆州月嫂” 靓丽品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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