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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总工会九月份工作完成情况

一、 开展 “不忘初心ꎬ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系列活动ꎮ １７

日ꎬ 市总工会召开 “不忘初心ꎬ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动员部署

会议ꎮ 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主持并作动员讲话ꎬ 市委第

十巡回指导组到会指导ꎮ 官庆军就高起点、 高标准、 高质量开展

主题教育学习ꎬ 落实主题教育部署要求ꎬ 真正让主题教育在市总

工会落地生根提出具体要求ꎮ 市委第十巡回指导组指出市总工会

在整个主题教育活动中要紧扣目标任务ꎬ 增强主题教育的方向

性ꎻ 抓实各项安排ꎬ 增强主题教育的主动性ꎻ 做好结合文章ꎬ 增

强主题教育的统筹性ꎻ 力戒形式主义ꎬ 增强主题教育的目标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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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月 ２５ 日至 １０ 月 １１ 日ꎬ 市总工会配合主题教育学习开办为期一

周的读书班ꎬ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ꎬ 开展专题辅导、 集中学习、 个人自学、 讨论交流及红色教

育ꎮ 目前已进行 ３ 次专题辅导、 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ꎬ ２ 次研讨

交流ꎬ １ 次集中测试ꎮ

二、 深入推进户外职工爱心驿站建设工作ꎮ ６ 日ꎬ 市总工会

召开荆州市中心城区户外爱心驿站建设工作座谈会ꎬ ３６ 家建设

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ꎮ 会议传达了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工作会议

精神ꎬ 通报了省总工会和市总工会抽查中心城区户外职工爱心驿

站情况ꎬ 安排部署了下一步爱心驿站整改工作ꎮ 全省工会 “爱心

驿站” 建设和运行已列入全省第一批主题教育 “为民服务解难

题” 百件实事ꎬ 纳入省委主题教育立行立改工作内容ꎬ 市总工会

要求ꎬ 各级工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ꎬ 高度重视ꎬ 扎实做好自查

整改工作ꎬ 坚持需求导向ꎬ 对照 “七个一” 标准进行全面排查ꎬ

查漏补缺ꎻ 要带着爱心和感情开展工作ꎬ 以更饱满的热情服务职

工群众ꎻ 要扎实抓好整改落实ꎬ 对已建成的爱心驿站要做到牌匾

醒目ꎬ 准点开放ꎬ 设备设施齐全ꎬ 服务周到ꎬ 确保爱心驿站有效

规范运行、 切实发挥应有作用ꎮ 目前ꎬ 荆州已建成 ６１ 家爱心驿

站ꎬ 从省总和市总工会抽查情况来看ꎬ 总体上设施齐全ꎬ 运行较

好ꎬ 发挥了服务户外职工群众的作用ꎬ 但也存在日常管理维护、

站点选址等问题需立行整改ꎮ

三、 成功举办荆州市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ꎮ １８—１９ 日ꎬ

—２—



市总工会在荆州技师学院成功举办荆州市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

赛ꎮ 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 市总工会主席袁德芳宣布大赛开幕ꎬ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致辞ꎮ 此次大赛由理论知

识考试和操作技能比赛两部分组成ꎬ 设电焊工、 工具钳工、 车

工、 维修电工、 数控车工和数控铣工 ６ 个比赛项目ꎬ 共有 ５０ 支

代表队 ２００ 多名职工进入决赛ꎮ 荆州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赛制为

每两年办一届ꎬ 由各县市区和产业工会组织初赛选拔ꎬ 市总工会

举办决赛ꎮ 按照 «荆州市劳动和技能大赛组织管理办法» 规定ꎬ

市总工会将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对决赛中获各项目第 １ 名的选手ꎬ

授予 “荆州能人” 荣誉证书ꎬ 优先推荐申报建设 “荆州市技能

大师工作室”、 “职工创新工作室”ꎬ 择优推荐申报市 “五一劳动

奖章”、 “荆州市劳动模范” 等荣誉称号ꎬ 并可推荐参加 “当代

郢匠”、 “荆州工匠” 评选ꎻ 决赛中获各项目前 ３ 名的选手ꎬ 符

合国家职业资格晋升条件的可晋升职业技能等级ꎮ

四、 成功举办 ２０１９ 年荆州市直单位职工第九套广播体操比

赛ꎮ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ꎬ 推进全市广大干部职工精神文

明建设ꎬ 引导干部职工把爱国热情转化为立足本职岗位、 做好本

职工作的自觉行动ꎮ １０ 日ꎬ 由荆州市总工会、 中共荆州市委直

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荆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ꎬ 荆州广播电视

台、 荆州体育中心承办的 ２０１９ 年荆州市市直单位职工第九套广

播体操比赛在荆州体育中心举行ꎬ ３４ 支市直单位代表队、 １２５８

名运动员参赛ꎮ 市委书记何光中宣布市直单位职工第九套广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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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比赛开赛ꎬ 市委副书记、 市长崔永辉及市领导吴朝安、 段昌

林、 陈爱平、 孙玉秋、 罗清洋、 市政府秘书长陈斌等领导出席开

幕式ꎮ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 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段昌林代

表市委市政府致开幕词ꎮ 经过激烈角逐ꎬ 市商务局、 市商业幼儿

园联队ꎬ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农业农村局等 １４ 支代表队获得优

胜奖ꎬ 其他参赛代表队分别获得优秀组织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ꎮ

五、 举办 ２０１９ 年度全市工会干部培训班ꎮ ２４—２５ 日ꎬ 市总

工会举办 ２０１９ 年度全市工会干部培训班ꎬ 围绕基层工会组织建

设、 经费使用、 民主管理和工资集体协商以及 “八大员” 群体

工会组织建设工作等学习内容ꎬ 分别请省工会干部学校高级讲

师ꎬ 市商贸服务业工会联合会主席、 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和财资

部部长授课ꎮ 本期培训班旨在加深工会干部对工会工作的了解和

认识ꎬ 进一步提升工会干部的业务素质ꎬ 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

设ꎬ 增强进一步做好工会工作的信心和决心ꎮ 全市工会协理员、

乡镇工会干部及 “八大员” 新任工会主席等共计 １１０ 余人参加

培训ꎮ

六、 扎实推进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宫改造升级项目建设ꎮ 遵照

荆州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宫改造升级项目督办会议精神ꎬ 在市委市

政府的高度重视下ꎬ 各参与部门积极支持和配合ꎬ 文化宫改造升

级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ꎮ 一是完成环评网上备案工作ꎻ 与市发改

委对接ꎬ 完成可研报告和初步设计及概算的审批ꎻ 与市自然资源

与规划局对接ꎬ 对规划方案修改调整ꎬ 并于 ２７ 日开始进行公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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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紧密对接招标代理机构ꎬ 进行工程总承包、 监理招标工作ꎬ

近期正在进行网上公告及招标工作ꎮ 三是与城发集团、 文旅投公

司对接ꎬ 协商完善合作协议ꎻ 积极做好自筹资金的争取工作ꎬ 与

工商银行对接ꎬ 准备资料ꎬ 安排贷款工作ꎮ 四是开展场地清理工

作ꎬ ２４ 日拆除户外篮球场ꎬ 进行院内场地清理工作ꎬ 为 １１ 月 ８

日奠基仪式做准备ꎮ

七、 积极做好全市职工队伍信访维稳工作ꎮ ９ 月ꎬ 市总工会

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及省总工会安排ꎬ 积极做好全市职工劳动关

系领域隐患排查工作ꎮ 一是坚持四级接访常态化ꎬ 主席、 部长每

周二和周四接待ꎬ 律师周三提供法律维权服务ꎬ 信访员做好每日

接访工作ꎻ 二是完成市总工会主席信箱接入湖北阳光信访信息系

统工作ꎬ 并督促县市区工会在阳光信访信息统中实现独立账号操

作ꎬ 打造工会网上信访主渠道ꎻ 三是坚持每日向省总工会和市信

访局报送职工信访情况ꎬ 实行 “零报告” 制度ꎻ 四是督办基层

单位做好矛盾纠纷隐患排查ꎬ 对特殊群体提供法律援助ꎬ 防止矛

盾激化ꎻ 五是制定了国庆期间信访维稳值班表ꎬ 每日安排一位领

导干部 ２４ 小时手机畅通参与信访值班工作ꎮ 据统计ꎬ 本月共受

理各类诉求 １２ 件ꎬ 其中接待来访 ７ 件 ３２ 人次ꎬ 接听 １２３５１ 维权

热线来电 ５ 件ꎮ

八、 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开展走访慰问劳动模范活动ꎮ

根据全总 «关于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之际开展走访慰问劳

动模范活动的通知» 要求ꎬ 省总工会安排部署ꎬ 市总工会在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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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之际ꎬ 以召开劳模座谈会、 走访慰问等形式

慰问 ８０ 名老劳模、 基层一线和艰苦岗位工作、 具有广泛社会影

响的劳模以及荆州工匠代表ꎮ 通过开展慰问活动ꎬ 向劳模宣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听取了劳模对工会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ꎬ 为下一步做好劳模管理工作扩宽了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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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