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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总工会五月份工作完成情况

一、 扎实开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ꎮ ２８ 日至 ３０ 日ꎬ 省总

工会党组成员、 秘书长彭敏带队赴石首、 荆州区督导调研重大风

险排查化解工作ꎮ 今年来ꎬ 市总工会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列

为 “十件大事” 写入工作报告ꎬ 相继下发 «关于落实 < 湖北工

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方案 > 的通知»、 制定 «荆州市总工会

应对职工群体性事件预案»ꎬ 明确了工作原则、 组织领导、 预警

机制、 分级处置、 信息报告制度、 处置措施等ꎮ 期间ꎬ 市委常

委、 统战部部长、 市总工会主席袁德芳对重大风险排查化解工作

进行了专门部署ꎮ ５ 月ꎬ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分别带队对各地工会

及企业重大风险排查落实情况进行调研督办ꎮ 目前ꎬ 全市工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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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研判关停 (转产及搬迁) 企业职工权益维护与社会稳定、 灵

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 建设工程项目结算等 ３ 个方面 ８ 个具体风

险点ꎻ 建立了职工思想、 安全生产、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劳动关

系领域、 工会干部作风建设等 ５ 个类别 ２７ 条风险隐患清单ꎻ 参

与了福娃集团公司拖欠职工工资和荆州区、 沙市区商贸企业改革

职工安置群体上访问题的处置ꎬ 妥善处理了工会系统职工安置长

期遗留问题、 沙市文化宫改造拆迁上访、 劳模待遇上访等ꎬ 稳步

推进小微企业灵活用工雇主责任险套餐工作ꎮ

二、 持续开展 “四联三晒” 调研活动ꎮ 自 ４ 月份开展 “四

联三晒” 活动以来ꎬ 市总工会领导班子高度重视ꎬ 引领先行ꎮ ５

月ꎬ 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及各党组成员分别到洪湖、 监

利、 石首、 江陵等地调研ꎬ 督办重点工作推进情况ꎬ 走进洪湖威

弘鞋业有限公司、 石首市长江星医药胶囊有限公司等 １０ 家企业

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现状、 基层工会作用发挥情况ꎬ 与企业相关负

责人共商对策解难题ꎮ 市总工会办公室根据调研实情摘选制作调

研短片滚动播放ꎬ 展示活动情况ꎬ 进一步推动 “四联三晒” 活

动常态化、 固态化ꎮ

三、 召开乡镇 (街道) 工会改革暨基层工会建设年活动推

进会ꎮ ２４ 日ꎬ 市总工会在公安县召开现场会ꎬ 推进乡镇 (街

道)、 开发区 (工业园区) 工会改革和 “八大群体” 入会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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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牢牢把握新使命新要求ꎬ 坚持工会基层工作正确的政治方

向ꎬ 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ꎻ 突出抓好重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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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会和非公企业建会工作ꎬ 提高建会质量ꎬ 增强基层工会活力ꎻ

加强统筹谋划ꎬ 落实工作责任ꎬ 强化能力作风ꎬ 提升基层工会建

设水平ꎮ 官庆军就工会改革和 “八大群体” 入会工作进行具体

安排部署ꎮ 目前ꎬ 全市乡镇工会改革工作取得标志性成果ꎮ 成立

乡镇 (街道)、 开发区 (工业园区) 总工会 ２３ 个ꎬ 全市乡镇

(街道)、 开发区工会全部按同级党委班子成员配备工会主席ꎬ

全部建立了工会副主席专兼挂制度ꎬ 部分乡镇 (街道)、 开发区

工会建立了会员代表大会制度、 工会委员会议制度、 工会与同级

行政联席会议制度等工作机制ꎮ 一些县市在乡镇 (街道)、 开发

区工会经费保障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ꎮ “八大群体” 入会工作取

得突破性进展ꎮ 成立 ４ 个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ꎬ 吸纳 ４７３０ 名货

车司机入会ꎻ 成立 ３ 家邮政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ꎬ 涵盖快递员

１８００ 人ꎻ 保安员入会工作全面完成ꎮ

四、 认真做好民生资金审计整改工作ꎮ ２０１８ 年底ꎬ 停止 ２ 名

不合帮扶救助范围职工的帮扶救助ꎬ 并于 ５ 月追回已发 ０ ４８ 万

元帮扶资金ꎻ 对 ９３ 个有车辆、 不符合条件发放补助的职工家庭ꎬ

不再纳入送温暖活动对象ꎮ 为巩固整改成果ꎬ 市总工会举一反

三ꎬ 结合荆州实际出台了 «荆州市工会困难职工帮扶资金使用管

理实施办法»、 «荆州市工会送温暖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试

行)» 和 «荆州市工会申请临时救助管理办法 (试行)»ꎬ 延伸对

县市区总工会开展民生资金自查督查ꎬ 进一步规范全市工会困难

职工帮扶资金和送温暖资金的使用管理ꎮ

五、 召开第五届经费审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ꎮ ３１ 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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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召开第五届经审会第二次全体会议ꎬ 听取了全市工会资

产监督管理情况和市总工会 ２０１８ 年度经费收支预算执行情况审

计结果的报告ꎻ 通过了市总本级 ２０１８ 年度经费收支决算和 ２０１９

年度经费收支预算ꎻ 审议了 «荆州市总工会经审会会议制度»

和 «荆州市总工会审计整改监督五位一体制度»ꎬ 部署 ２０１９ 年全

市工会经审工作ꎮ 各县市区总工会经审会主任进行了履职报告ꎮ

六、 启动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系列体育活动ꎮ ５ 月ꎬ 启动

与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 “中国梦劳动美———与共和国同

成长、 与新时代齐奋进” 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系列体育活动ꎮ

活动分健身和球类两大类竞赛项目ꎬ 设有广播体操、 男子篮球、

乒乓球、 羽毛球、 网球等比赛ꎬ 将于 ６ 月至 １１ 月在城区举行ꎮ

系列体育活动是市总工会落实荆州市 «关于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７０ 周年广泛组织开展 “我和我的祖国” 群众性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文件精神的重要抓手ꎬ 讴歌新中国 ７０ 年光

辉奋斗历程ꎬ 唱响主旋律、 凝聚正能量ꎮ

七、 率先出台 «关于加强全市道路货运行业工会组织建设的

意见»ꎮ 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大力推进道路货运行业工会组建工作ꎬ

最大限度地将货车司机吸纳到工会组织中来ꎬ 并在全省率先出台

了 «关于加强全市道路货运行业工会组织建设的意见»ꎬ 对全市

道路货运行业建立工会、 货车司机加入工会组织工作进行全面督

导部署ꎮ «意见» 明确了职责分工和目标任务ꎬ 以 “四个推动”

为抓手 (即推动物流园区和龙头企业建会、 推进道路货运行业工

会组织建设、 推进挂靠经营的货车司机入会、 推进乡镇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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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村 (社区) 货车司机入会)ꎬ “四项工作” 为载体 (即开

展货运行业调查摸底、 货运司机集中入会、 劳动竞赛技能培训、

货运企业工会建设服务工作)ꎬ 力争 ２０１９ 全市道路货运企业建会

和货车司机集中入会率分别达到 ６０％ 以上ꎮ 目前ꎬ 公安县率先成

立了道路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ꎬ 松滋市、 江陵县和监利县等正在

紧锣密鼓地筹建之中ꎮ

八、 深入开展市总工会第二十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

动ꎮ 市总工会多措并举、 形式多样抓第二十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

教育月活动ꎮ 党组成员集体参加全市廉政诵读活动ꎻ 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讲专题廉政党课ꎬ 党组成员、 副主席高启秀讲

宪法党课ꎻ 机关干部集中学习党章、 监察法ꎬ 观看警示教育片ꎻ

全体党员干部参加廉政知识网上测试ꎻ 新进公务员和关键岗位负

责人参加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的职务犯罪案件庭审旁听ꎬ 用

微动漫形式制作工会经费使用管理廉政宣传公益广告等系列活

动ꎬ 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党纪党风观念和廉洁自律、 廉政

勤政意识ꎬ 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ꎬ 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

活动取得预期的效果ꎮ

九、 完成 ２０１９ 年度工会经费收支预算及部门重点工作项目

预算的编制工作ꎮ 市总工会财务资产管理部根据党组会审议意

见ꎬ 对 ２０１８ 年度工会经费收支决算、 ２０１９ 年度工会经费收支预

算及机关各部门工作项目预算情况进行修改调整ꎮ ５ 月底ꎬ 印发

«２０１９ 年度部门重点工作项目预算»ꎬ 提交 «２０１９ 年度工会经费

收支预算» 送经审会审议后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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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推进 ２０１９ 年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ꎮ 强化牵头思

想ꎬ 落实牵头部门责任ꎬ 根据全市机构改革调整机构和职责情

况ꎬ 市总工会及时调整市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联席会议召集人

和成员单位领导名单ꎬ 制定 «荆州市 ２０１９ 年城镇困难职工解困

脱困工作清单»ꎮ ５ 月ꎬ 请示市政府后ꎬ 筹备组织召开市城镇困

难职工解困脱困成员单位联络员工作会议ꎮ 端午节来临之际ꎬ 市

总工会制定 «开展市直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走访慰问活动方

案»ꎬ 拟对建档的 １２７ 名对象开展端午节走访慰问ꎬ 送上慰问物

资、 购物卡ꎬ 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ꎮ

十一、 开展全省 “最美职工” 推荐和学习宣传活动ꎮ 经宣

传发动、 层层推荐、 多次考察、 集体研究ꎬ 市总工会优中选优推

荐了邹静、 孙野等 ２ 人为全省 “最美职工” 候选人ꎬ 并指派宣教

网络部组织专班进一步发掘、 整理 ２ 人先进事迹ꎬ 在市广播电台

«工会之声» 专栏集中宣传ꎬ 宣扬他们爱岗敬业、 精益求精的职

业精神ꎬ 号召广大职工群众学习ꎮ 同时ꎬ 将借全市职工宣讲团平

台到企事业单位、 车间班组进行深入巡讲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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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