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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总工会八月份工作完成情况

一、 湖北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刘富国来荆检查督导爱

心驿站建设和 “金秋助学” 工作ꎮ １４ 日ꎬ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刘富国带队来荆检查督导我市户外职工爱心驿站建设和

“金秋助学” 工作ꎬ 采取暗访抽查形式在中心城区检查了 ６ 家户

外职工爱心驿站ꎮ 他组织召开反馈意见座谈会ꎬ 充分肯定荆州爱

心驿站设施齐全、 运行较好ꎬ 起到服务户外职工群众作用ꎬ 同时

指出人气不旺、 制度不完善等问题ꎮ 他强调湖北工会户外职工爱

心驿站和金秋助学已列入全省 “不忘初心ꎬ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活动第一批立行立改项目清单ꎬ 要求各地在爱心驿站建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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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一要强化思想认识ꎬ 确保爱心驿站有效规范运行ꎬ 为职工群

众解难事ꎬ 办实事ꎻ 二要准确定位ꎬ 掌握政策ꎬ 在选址上下功

夫ꎬ 在建设方式上注重推动社会力量参与ꎻ 三要着力研究解决制

度机制问题ꎬ 做好日常管理ꎬ 安排专人开展定期巡查ꎬ 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ꎻ 四要加强宣传ꎬ 培育典型ꎬ 各站点要有醒目的宣传标

识ꎬ 将主要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宣传清楚ꎬ 方便职工了解爱心驿

站ꎬ 同时注重培育叫的响、 撑得住的爱心驿站示范点ꎮ 他要求荆

州工会在 “金秋助学” 活动上ꎬ 要实现全国级和省级建档困难

职工助学全覆盖、 不同教育阶段学生全面助学ꎻ 要全面开展调

查ꎬ 组织基层申报ꎬ 对生活遇到临时特殊困难、 不符合建档条件

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进行广泛助学帮扶ꎮ

二、 召开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宫改造升级项目督办工作会议ꎮ

７ 月 ３１ 日ꎬ 市政府秘书长、 党组成员陈斌主持召开市总工会工人

文化宫改造升级项目督办工作会议ꎬ 听取了工人文化宫改造升级

筹备工作汇报ꎬ 重点对筹建资金保障、 手续审批、 部分设施纳入

公共建设项目等工作进行任务安排ꎮ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 市住

建局、 市城管委、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

加会议ꎮ 他要求: 一是要统一思想ꎬ 明确目标ꎬ 确定工作时间

表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举行开工奠基ꎬ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竣工ꎬ 向建党

１００ 周年献礼ꎻ 二是要创新方式ꎬ 落实责任ꎬ 市总工会和城发集

团作为主要责任单位ꎬ 要沟通协调好各项事宜ꎬ 倒排工期ꎬ 列出

工作清单ꎬ 协力合作ꎬ 加快项目推进ꎻ 三是各相关单位要加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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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ꎬ 紧密配合ꎬ 全力推进文化宫改造升级各项工作ꎮ ８ 月 ２ 日ꎬ

市总工会召开工人文化宫改造升级领导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ꎬ 汇

报前期筹备工作、 传达督办会议精神、 协调沟通领导小组各组工

作及确定下一步工作计划ꎮ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

军要求: 要提升思想认识高度ꎬ 文化宫改造升级工作列入市政府

城区 ２６ 个公建项目ꎬ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跟踪督办ꎬ 意义深远、

责任重大、 时间紧迫ꎻ 要紧扣时间节点ꎬ 快速推进各项工作ꎬ 尽

快完成手续审批、 协议签订、 开工准备等工作ꎻ 要专班高效运

转ꎬ 形成抓工作合力ꎬ 明确工作职责ꎬ 建立工作制度、 督查机

制ꎻ 要抓好决策、 审批、 招投标等重点环节的管理ꎬ 确保项目安

全实施ꎮ

三、 开展监利县省总工会专项帮扶资金审计检查整改工作ꎮ

市总工会党组高度重视省总审计组对监利县总工会 ２０１８ 年度帮

扶资金和送温暖资金专项审计反馈的问题ꎮ ８ － ９ 日ꎬ 党组领导

带队到监利县总工会就专项资金审计情况进行调研ꎻ １９ 日ꎬ 召

开紧急会议ꎬ 成立了由经审办、 财资部、 职工服务中心组成的工

作专班ꎬ 认真开展核查整改工作ꎻ ２７ 日ꎬ 召开党组会听取了工

作专班的核查整改工作情况汇报ꎬ 研究处理意见ꎬ 作出约谈监利

县总工会党组班子成员ꎬ 责令监利县总工会党组作出书面说明ꎬ

对所有问题实行限期整改ꎬ 市总工会向省总工会汇报整改情况的

决定ꎮ 同时ꎬ 要求本级从中深刻吸取教训ꎬ 举一反三、 建立健全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ꎬ 组织开展全市工会各类经费的审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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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ꎬ 进一步织密制度的笼子、 规范资金的管理使用ꎮ

四、 举行 “爱心成就梦想” 金秋助学活动助学金发放仪式ꎮ

２７ 日ꎬ 在市总工会二楼会议室举行 ２０１９ 年 “爱心成就梦想” 金

秋助学活动助学金发放仪式ꎮ 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市总工会

主席袁德芳ꎬ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ꎬ 荆州广播

电视台和红十字会相关领导参加发放仪式为困难学子发放助学

金ꎮ 官庆军指出ꎬ 全市工会要把抓好 “金秋助学” 活动作为增

强 “四个意识”、 践行 “两个维护” 的具体行动ꎬ 要进一步拓宽

筹资渠道ꎬ 灵活助学方式ꎬ 延伸助学链条ꎬ 扩大帮扶工作效应ꎻ

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化工作格局ꎬ 通过工会组织的有效运作ꎬ 推动

我市助学帮扶工作实现创新发展ꎮ 他寄语困难学子ꎬ 要把个人的

奋斗志向与国家的前途命运、 祖国繁荣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ꎬ 把

生活中的困难当成锤炼意志的磨刀石ꎬ 常怀感恩之心ꎬ 自强不

息ꎬ 学好本领ꎬ 以优异的成绩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做贡献ꎮ 今

年ꎬ “爱心成就梦想金秋助学行动” 携手荆州电视台、 市红十

字会ꎬ 制作专题宣传片ꎬ 搭建 ２０１９ 金秋助学慈善募捐网络平台ꎬ

收到 ２６０ 多位好心人的 ２０ 万元捐款ꎻ 同时全市工会筹集助学金

近 ２００ 万元ꎬ 资助近 ６００ 名困难家庭子女上学ꎮ 实现全国级和省

级建档困难职工助学全覆盖ꎬ 对生活遇到临时特殊困难、 不符合

建档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开展广泛助学帮扶ꎮ

五、 开展荆州市机械制造行业职工技能对抗赛ꎮ ８ 日ꎬ 荆州

市机械制造行业职工技能对抗赛在荆州区城南高新园开幕ꎮ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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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数控车工、 数控铣工、 电焊工、 工具钳工四个项目ꎬ 每个项目

均分为理论和实操两个部分ꎬ 来自荆州开发区和荆州区城南高新

园区的机械制造行业的 ２１ 支代表队、 ９１ 名企业职工代表参赛ꎮ

按照竞赛技术文件要求ꎬ 经专家裁判评分ꎬ 李甫等 １２ 名选手获

得个人奖ꎮ 近年来ꎬ 荆州市总工会创新开展多种形式的职工技能

对抗赛ꎬ 广泛吸纳职工积极参与其中ꎬ 展示各行业风采ꎬ 促进产

业工人队伍总体素质提高ꎬ 推动了荆州企业高质量发展ꎮ

六、 荆州市商场信息员建会入会取得新进展ꎮ 市总工会率市

商贸行业工会联合会ꎬ 多次开展座谈调研、 沟通协调ꎬ 实施全程

专门指导、 专人对口帮扶ꎬ 出台 «关于加强全市商场信息员入会

工作的意见»ꎮ ２０１９ 年继快递员、 货运司机建会入会后ꎬ 商场信

息员入会又取得新进展ꎮ ７ 日ꎬ 荆州市苏宁易购成立商场信息员

联合工会ꎬ 湖北省经贸工会主任周溢ꎬ 副主任蒋萍ꎬ 市总工会党

组成员、 副主席高启秀出席会议ꎮ 周溢对荆州市商场信息员联合

工会的成立表示祝贺ꎬ 他希望ꎬ 新成立的第一届联合工会委员会

要依法履行好工会的基本职责和义务ꎬ 积极开展有影响、 有特色

的活动ꎬ 推动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ꎬ 切实维护好商场信息员

的合法权益ꎮ 本次成立的商场信息员联合工会ꎬ 涵盖荆州市苏宁

易购 １２ 个门店ꎬ １２０ 名商场信息员ꎬ 纳入荆州市商贸行业工会联

合会管辖ꎮ ２８ 日ꎬ 沃尔玛 (湖北) 百货有限公司荆州北京中路

分店商场信息员联合工会成立ꎬ 现场 ４０ 多名商场信息员加入工

会组织ꎮ

—５—



七、 开展工会经费收支管理自查工作ꎮ ７ 月底启动全市工会

经费收支管理专项督查工作以来ꎬ 各县 (市、 区) 总工会、 产

业 (委、 局) 工会和基层工会组织高度重视ꎬ 积极响应ꎬ 认真

落实做好自查自纠阶段工作ꎮ 截止目前ꎬ 全市按要求上报自查报

告和自查情况汇总表的单位达 ８０％ 以上ꎬ 其中 ２３ 家基层单位工

会没有开设工会专户ꎬ 没有独立核算工会经费ꎬ 工会经费没有按

照工资总额 ２％ 计提、 缴纳ꎮ 下阶段ꎬ 市总工会、 各县 (市、

区) 总工会和产业 (委、 局) 工会将重点对资金量大、 自查整

改 “零报告”、 报送情况不及时的单位进行逐级抽查ꎮ 同时ꎬ 市

总工会将加大工会经费管理使用的宣传力度ꎬ 督促各级工会合法

合规的管理使用好工会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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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