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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总工会六月份工作完成情况

一、 大型原创话剧 «王荷波» 展演走进荆州ꎮ １０ 日ꎬ 市总

工会联合市纪委监委组织大型原创话剧 «王荷波» 展演走进荆

州ꎮ 市委书记何光中ꎬ 市委副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静ꎬ 市

委常委会和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 市政协在家领导及市直单位

班子成员在凯乐大剧院集中观看ꎮ 展演前ꎬ 何光中看望演职人

员ꎬ 并强调ꎬ 大型原创话剧 «王荷波» 展演走进荆州是第二十

个党风廉政宣教月活动重要内容ꎬ 将有力推动我市党风廉政建设

迈向深入ꎬ 对全市党员干部起到深刻教育启发作用ꎻ 何光中要

求ꎬ 全市各级党委 (党组) 要学习王荷波等革命先烈对党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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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的政治品格和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ꎬ 结合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主题教育ꎬ 不断提升政治操守和工作能力ꎬ 奋力绘就

“万里长江、 美在荆江” 新画卷ꎮ

二、 持续推进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ꎮ 开展端午节市直

城市困难职工走访慰问活动ꎬ 将走访慰问活动和政策帮扶结合起

来ꎬ 推动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政策落地见效ꎮ ５ 日ꎬ 市总工会

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及县级以上领导分别带领机关干部

上门走访困难职工ꎬ 摸清困难职工的困难状况、 分析致困原因、

了解思想动态及政策落实情况ꎬ 在送爱心卡、 送慰问物资、 送帮

扶政策中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给困难职工ꎮ 活动走访慰问市直

城市困难职工 １２２ 人ꎬ 送去爱心卡和慰问物资约 ６ 万元ꎮ ２６ 日ꎬ

市总工会作为牵头单位组织召开全市 ２０１９ 年城市困难职工解困

脱困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ꎬ 总结前阶段全市解困脱困工作ꎬ 安排

部署下一步工作ꎮ 各成员单位结合实际ꎬ 就开展城市困难职工解

困脱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作交流发言ꎮ 会议强调ꎬ 一要提

升政治站位ꎬ 切实提高思想认识ꎬ 自觉扛起脱贫攻坚的政治责

任ꎬ 帮助困难职工实现解困脱困ꎻ 二要明确目标任务ꎬ 切实做到

责任上肩ꎬ 力争 ２０１９ 年完成不低于 ９０％ 的建档立卡城市困难职

工解困脱困任务ꎻ 三要强化工作措施ꎬ 切实形成工作合力ꎬ 下足

“精准” 功夫ꎬ 积极争取相关部门配合ꎬ 在解困脱困工作中有为

有位ꎮ

—２—



三、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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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迎新中国成

立七十周年ꎬ 掀起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热潮ꎬ 增强干部职工身

体素质ꎬ 丰富广大职工业余文化生活ꎬ 市总工会 ６ 月起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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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日至 ２４ 日ꎬ 荆州市 “葛洲坝

杯” ２０１９ 年第二届职工男子篮球联赛成功举办ꎬ 本届赛事共有

２６ 支代表队参加ꎬ 分为机关企事业组和建筑行业组ꎬ 经过 ８５ 场

精彩比赛ꎬ 最终荆州市公安局代表队和石首观澜国际建筑有限公

司代表队ꎬ 分别获得市直机关组和建筑行业组第一名ꎮ ２５ 日ꎬ

荆州市 ２０１９ 年第一届职工网球友谊赛ꎬ 在荆州体育中心网球场

拉开帷幕ꎬ 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 市总工会主席袁德芳出席开幕

式ꎬ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在开幕式上致辞ꎻ 本

次比赛共有 ６４ 名运动员参加ꎬ ６１ 场精彩的对决ꎬ 经过 ２ 天激烈

的角逐ꎬ 共有 １７ 名运动员分别获奖ꎮ

四、 举办 “相约荆州” 青年职工联谊活动ꎮ ２ 日ꎬ 市总工会

联合荆州区总工会在荆州区狼牙训练基地开展 “相约荆州” 青

年职工联谊活动ꎬ ２００ 多名青年职工报名参加ꎮ 活动安排了才艺

展示、 学习强国答题、 口口相传等集体游戏ꎬ 分组体验 ＣＳ、 高

低空项目ꎬ 篝火晚会、 生日 ＰＡＴＴＹ 等环节ꎬ 调动青年职工互相

协作、 沟通交流、 加深了解ꎬ 达到相识相知目的ꎮ 活动中ꎬ ８ 对

青年男女现场牵手成功ꎬ 部分青年在活动微信群里积极表现ꎬ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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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牵手佳音ꎮ 目前ꎬ 市总工会已开展不同主题、 不同方式的联谊

活动 １０ 多场ꎬ 搭建全市青年职工拓展人际交流、 自我展示的平

台ꎬ 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婚恋观、 家庭观ꎬ 倡导文

明新风ꎬ 促进社会和谐ꎮ

五、 开展 “安全生产月” 系列活动ꎮ ４ 日ꎬ 市总工会制定下

发了 «关于在全市工会开展 ２０１９ 年 “安全生产月” 系列活动的

通知»ꎬ 主要围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２０１９ 年湖北省安全生产知

识网络竞赛、 “查找身边的安全隐患” 为主题的随手拍三个主体

活动开展 “安全生产月” 系列工作ꎬ 指导各地工会及产业工会

抓实安全生产、 开展系列活动、 排查安全生产隐患ꎬ 提高职工安

全生产意识ꎬ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ꎮ

六、 接受省总工会对市总工会经费收支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ꎮ １７ 日至 ２１ 日ꎬ 省总工会经审办副主任张德军带领审计小组

对市总工会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度工会经费收支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ꎮ 主要审计了单位内部控制制度ꎬ 年度预算、 决算报表和预算

执行情况分析ꎬ 财务凭证和账簿ꎬ 固定资产管理ꎬ 经费拨缴情

况ꎬ 专项资金的筹措、 拨付和使用情况ꎬ 大业务合同、 招投标或

询价资料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ꎻ 并延伸对松滋市总工会专项资金

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ꎮ 审计组对荆州市总工会经费管理存在

的问题给予了初步反馈ꎬ 市总工会将按照审计反馈的问题认真开

展审计整改工作ꎮ

七、 举办 ２０１９ 年第一期 “金蓝领” 技能培训班ꎮ １１ 日ꎬ 市

—４—



总工会联合荆州职院举办 ２０１９ 年第一期 “金蓝领” 技能培训班ꎮ

本期培训班培训时间为 １２ 天ꎬ 总计 ７２ 课时ꎬ 参训学员 ８０ 多人ꎮ

“金蓝领” 技能培训ꎬ 是市总工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十项措施内

容之一ꎬ 提高产业工人队伍职业技能水平ꎬ 打造高技能人才队

伍ꎬ 同时帮助我市困难职工、 农民工及子女提升就业技能ꎬ 拓宽

就业渠道ꎬ 将荆州本地的人才优势发展成经济优势ꎬ 积极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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