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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总工会十一月份工作完成情况

一、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ꎮ 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召开以来ꎬ 市总工会高度重视、 积极部署、 认真学习、 广

泛宣传、 深入贯彻全会精神ꎮ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 市总工会组织机关工

作人员集中收看开幕式ꎬ 听取全会工作报告ꎻ １１ 月 ８ 日ꎬ 市总工

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 ２０ 次学习 (扩大) 会ꎬ 传达学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ꎮ 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提纲挈

领地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 “四个自

信” 的依据、 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的总体要求和总体目标等角度对

«决定» 进行梳理学习ꎬ 并结合市委、 省总工会要求对学习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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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出部署ꎮ ２１ 日ꎬ 市总工会制发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ꎬ 在

工会官网、 工会 ＡＰＰ 上开辟了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专栏ꎬ 进一步抓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和贯彻落

实ꎮ 期间ꎬ 指导工人文化宫全体干部职工、 离退休干部分别集中

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全文ꎮ

二、 完成省总工会机关 “联困难职工、 帮解困脱困、 促全面

小康” 活动调研督导ꎮ １９ 日—２０ 日ꎬ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

席刘晓林带队采取听汇报、 查看档案资料、 入户走访困难职工等

形式到我市开展 “联帮促” 活动调研督导ꎮ 调研督导一行先后

入户走访了奥达纺织、 长江医药集团等 １０ 家单位 １０ 名在档全国

级困难职工ꎬ 详细了解困难职工致困原因、 家庭生活状况、 帮扶

措施落实情况以及困难职工的需求ꎬ 鼓励困难职工一定要树立信

心、 战胜重重困难ꎻ 查看了困难职工建档资料整理情况ꎬ 听取市

总工会全面工作和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专项工作汇报ꎮ 刘晓林

指出ꎬ 荆州工会面对新形式、 新任务ꎬ 一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ꎬ 坚持学用结合ꎬ 知行合一ꎬ 推动全会精神落

地落实ꎻ 二要牵头做好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ꎬ 工会干部要从思

想上提高认识ꎬ 用好用足政策ꎬ 手臂要拉长、 标准要延伸ꎬ 确保

困难帮扶不落一人ꎻ 三要深层次抓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ꎬ 认真履

行牵头抓总职责ꎬ 积极主动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ꎬ 特别要在提升

职工技能素质上下功夫ꎬ 广泛开展劳动竞赛、 技术比武、 岗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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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等建功立业活动ꎬ 形成共同推进的格局ꎻ 四要强化基层工会的

活力ꎬ 让建起来的工会开展活动ꎬ 培养善用法律知识开展工作的

工会干部、 做好做实群众工作ꎬ 建立专业化的工会干部队伍ꎬ 聚

焦主责主业ꎬ 为职工群众尽心尽力干实事ꎮ

三、 深入开展主题教育系列活动ꎮ １ 日ꎬ 市总工会领导班子

召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ꎮ 班子成员以刀刃向内的自我

革命精神ꎬ 把自己把职责把工作摆进去ꎬ 对照党章党规一条一条

列出问题清单ꎬ 深入剖析原因ꎬ 制定整改措施ꎮ １３ 日ꎬ 党组书

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讲授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

作方法不断开创新时代工会工作新局面» 的专题党课ꎬ 从理论出

发联系工会工作实际ꎬ 深入浅出地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

工作方法的八个方面内容ꎬ 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既是新时代工会干部开展工作的有力思想武器ꎬ 也为当前工会工

作实践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导ꎻ 工会在新时代要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ꎬ 切实履行基本职责ꎬ 肩负起党赋予工会组织引导职工群

众听党话、 跟党走的政治责任ꎮ １４ 日ꎬ 市总工会召开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汇报会ꎬ 围绕户外职工爱

心驿站建设、 工会 “金秋助学” 活动、 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工作、 新时代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八大员” 建会入会工作等 ５

个调研课题ꎬ 谈现状、 找问题、 查不足、 析原因、 提建议、 明措

施ꎬ 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更好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行动ꎮ 主题教

育巡回指导组到会并高度肯定市总工会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做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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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领导班子成员政治站位高、 主动学习实ꎬ 调研针对性强、 建

议措施实在而有操作性ꎻ 工作作风扎实、 成果丰富ꎬ 收到了预期

的效果ꎮ

四、 举办工人文化宫 (沙市园区) 改造升级项目奠基暨农

民工集中入会仪式ꎮ ２０ 日ꎬ 市总工会举办工人文化宫 (沙市园

区) 改造升级项目奠基暨农民工集中入会仪式ꎮ 省总工会党组成

员、 副主席刘晓林出席仪式ꎬ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蒋鸿代表市

委、 市政府讲话ꎬ 农民工代表宣读了集中入会誓词ꎬ 市总工会党

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主持仪式ꎮ 荆州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宫

(沙市园区) 改造升级项目包括 ６ 个功能区和 １ 个服务保障区ꎬ

是政府确定的重大民生项目ꎬ 也是政府跟踪督办的 “放管服”

改革项目ꎬ 计划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完工ꎮ

五、 召开规范化建设暨民主管理工作推进会ꎮ ２０ 日ꎬ 市总

工会召开荆州市工会规范化建设暨企业民主管理工作推进会ꎬ 对

基层规范化建设和民主管理工作进行了部署ꎻ 江陵县总工会、 荆

州弘晟光电、 湖北达雅化工分别围绕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 职代

会和职工议事制度建设工作进行经验交流ꎮ 会议要求各基层工会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ꎬ 提高站位ꎬ 从工会工作全局的高度认识规范

化达标建设的重要意义ꎻ 要加强组织领导ꎬ 抓好工会组织机构、

运转机制和维权机制建设ꎻ 要强化服务指导ꎬ 选树和培育先进典

型ꎬ 加大对基层工会干部的业务培训ꎬ 进一步提升基层工会规范

化建设水平ꎮ 各县市区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 工会协理员ꎬ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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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建设重点培育单位工会主席共 １００ 多人参加会议ꎮ

六、 开展 “我和我的祖国” 职工 (百姓) 宣讲暨职工素质

提升大讲堂活动ꎮ １５ 日ꎬ 荆州市 “我和我的祖国” 百姓 (职工)

宣讲暨职工素质提升大讲堂活动在荆州区湖北楚峰建科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举行ꎬ 来自公安县的我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老战士陈

厚元、 荆州水务集团的管道抢修工郑伦军等 ５ 名普通劳动者讲述

本人或所在单位的职工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ꎬ 干一行、 爱一

行、 精一行的感人事迹ꎬ 激励广大企业员工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ꎬ 为荆州区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ꎮ 宣讲活动自今年 ７ 月

启动以来ꎬ 全市各级工会在示范宣讲带动下组建 “劳模报告团、

职工宣讲队” 等宣讲团体 ４０ 余个ꎬ 进企业、 进机关、 进学校、

进社区、 进农村宣讲 １６０ 场次ꎬ 参与职工近 １５ 万人ꎬ 充分展现

了新时代职工的新风貌ꎬ 激励广大干部职工学习先进、 勇于创

新、 爱岗敬业ꎮ

七、 总结 ２０１９ 年工作完成情况及谋划 ２０２０ 年工作打算ꎮ 根

据省总工会ꎬ 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ꎬ 市总工会提前谋划ꎬ 做好年

终总结及下一年度规划工作ꎬ 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主持

召开班子成员会议ꎬ 总结 ２０１９ 年度工作特色及 ２０２０ 年重点工作

安排ꎻ 各部室及驻会产业工会对照年初项目清单ꎬ 梳理年度工作

完成情况ꎬ 提出 ２０２０ 年度工作设想ꎮ 办公室收集资料ꎬ 结合会

议情况ꎬ 从围绕紧扣思想引领的总方向、 紧扣市委决策的总基

调、 紧扣维权服务的总抓手、 紧扣深化改革的总趋势、 紧扣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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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总要求 ５ 个方面ꎬ 提炼归纳、 补充完善ꎬ 完成全面工作

报告ꎮ

八、 举办全市工会宣教干部暨通讯员培训班ꎮ ２８ 日ꎬ 在荆

州工人文化宫职工教育培训中心组织全市工会宣教干部暨通讯员

开展专项培训ꎬ 来自县市区总工会和市直各产业工会的基层工会

干部、 通讯员近 １２０ 人参加培训ꎮ 特别邀请了湖北省总宣教 (网

工) 部部长、 二级巡视员王华虎就意识形态工作和安全风险防控

开展了专题辅导ꎻ 市委办信息中心主任陈松ꎬ «荆州日报» 总编

辑、 高级编辑黄道培分别就加强和改进党委信息报送工作的方法

和途径ꎬ 如何运用新媒体做好工会宣传工作进行讲授ꎻ 江陵县、

公安县总工会以及荆州长江公路大桥管理局工会分别总结交流经

验ꎮ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充分肯定了 ２０１９ 年

荆州市工会宣教工作ꎮ 他强调ꎬ 各级工会要积极对接主流媒体ꎬ

不断创新宣传模式ꎬ 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反映工会主张、 表

达职工心声ꎬ 自觉维护党和政府以及工会形象ꎻ 有序推进荆州智

慧工会建设ꎬ 以职工维权的新阵地、 教育职工的新平台、 服务职

工的新窗口、 联系职工的新渠道为目标ꎬ 从增强内容的粘连度ꎬ

形成宣传、 服务和活动 “三位一体” 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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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