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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总工会十二月份工作完成情况

一、 何光中主持召开全市群团改革调研座谈会ꎮ ２０ 日ꎬ 市

委书记何光中在市总工会七楼会议室主持召开全市群团改革调研

座谈会ꎬ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段昌林ꎬ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

爱平等市领导出席会议ꎮ 会上ꎬ 何光中认真听取了市总工会、 团

市委、 市妇联、 市科协、 市侨联改革工作汇报ꎬ 对全市各群团组

织今年以来的工作成绩予以充分肯定ꎮ 何光中指出ꎬ 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为我们做好新时期群团改革工作指明了科学方向ꎻ 各级

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群团改革工作ꎬ 协调解决改革中

存在的问题ꎬ 让各级群团组织在服务改革发展大局中更好发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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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用ꎮ 何光中强调ꎬ 要不断增强群团组织的政治性ꎬ 组织动员

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ꎬ 引导群众积极主动投

身 “四轮驱动、 两翼保障” 发展路径ꎻ 要不断增强群团组织的

先进性ꎬ 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ꎬ

真正成为党执政的坚实依靠力量、 强大支持力量、 深厚社会基

础ꎻ 要不断增强群团组织的群众性ꎬ 持续完善群团组织制度建

设ꎬ 不断扩大群团工作覆盖面ꎬ 坚决维护群众合法利益ꎬ 深入了

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所忧ꎬ 积极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

难ꎮ 做好群团改革任务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ꎬ 各级党组织要强化

对群团工作的领导ꎬ 让各级群团组织在荆州转型赶超、 加快复兴

的征程中ꎬ 更好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ꎬ 为助推荆州高质量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ꎮ

二、 荆州市在全省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视频会上

作经验交流发言ꎮ ９ 日ꎬ 省总工会召开全省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工作视频会ꎬ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段昌林在荆州分会场

参加会议ꎬ 并代表我市作经验交流ꎮ 市总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

席、 市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官庆军ꎬ 市相关部门分管负责人参加会议ꎮ 近年来ꎬ 市委市政府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认真贯彻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ꎬ 加强组织领导ꎬ 统筹发力攻坚ꎬ 推动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工作取得实效ꎮ 一是加强政治引领增强政治认同ꎬ 选

树先进典型增强价值认同ꎬ 落实制度安排增强身份认同ꎬ 建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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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守信念的产业工人队伍ꎻ 二是整合职教资源构建职业技能培

训体系ꎬ 服务产业发展构建职业技能竞赛体系ꎬ 落实党管人才政

策构建职业技能激励体系ꎬ 建设懂技术会创新的产业工人队伍ꎻ

三是维护劳动经济权益、 安全健康权益、 社会民主权益ꎬ 增强产

业工人获得感、 安全感和幸福感ꎬ 建设敢担当讲奉献的产业工人

队伍ꎬ 为荆州转型赶超、 加快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汇聚了强大

力量ꎮ

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ꎮ １１ 月 ２７ 日晚

上ꎬ 市委常委、 荆州开发区党工委第一书记向斌围绕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ꎬ 结合对荆州市开发区党群工作的要求ꎬ 为大家讲了一

堂深入浅出、 催人奋进的党课ꎮ 向斌明确指出: 我们做好一切工

作的基础条件是人ꎬ 从事党群工作的同志要有责任感、 使命感和

光荣感ꎬ 要把提升政治素质摆在第一位ꎬ 同时按 “提能、 提标、

提神” 的目标ꎬ 打造荆州开发区非公党群组织建设的高地ꎻ 工

会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ꎬ 希望荆州开发区总工会在维护职

工权益、 服务职工群众、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四、 召开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

会ꎮ ５ 日ꎬ 市总工会领导班子召开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专题

民主生活会ꎬ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个对照” “四个找一

找” 的要求ꎬ 深入检视问题、 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ꎬ 明确

整改方向ꎮ 市委第十指导组副组长刘烈秀到会指导并讲话ꎮ 市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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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党组对开好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非常重视ꎬ 精心制定实施方

案ꎬ 班子成员进行了谈心谈话ꎬ 通过发放征求意见表、 召开座谈

会等方式ꎬ 广泛征求了各县市区总工会、 市直产业工会、 部分企

业基层工会及全体机关干部的意见建议ꎬ 共收到提出的意见建议

１７ 条ꎬ 经归类整理后为 ９ 条ꎮ 会议期间党组书记官庆军代表市

总工会党组对照检查ꎬ 带头进行自我批评ꎮ 班子成员本着实事求

是的态度ꎬ 深入剖析问题存在的原因ꎬ 认真、 诚恳的自我批评ꎬ

提出了下一步整改的措施ꎬ 真正做到不护短、 不遮掩ꎻ 同时相互

之间开展了坦诚的批评ꎬ 批评意见务实中肯ꎬ 起到了相互教育、

相互警醒的效果ꎮ

五、 结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ꎬ 扎实推进城

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ꎮ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

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进一步做深做实城市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ꎬ 按照省总工会相关文件要求ꎬ １２ 月下

旬ꎬ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带队、 相关部室人员参加分为 ４ 个工作小

组ꎬ 分别深入到各县市及所辖 １ － ２ 个企业开展 “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联帮促活动ꎮ 各小组听取各地对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

困工作采取的措施ꎬ 存在的问题和工作建议的汇报ꎻ 开展了入户

走访活动ꎬ 并大力宣传了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政策措施ꎬ 深

入各地 ３ － ５ 户在档的全国级困难职工家中走访ꎬ 详细了解致困

原因ꎬ 家庭生活状况、 帮扶措施落实情况以及困难职工的需求ꎬ

用坚持实事求是ꎬ 注重调查研究的精神让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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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到实处ꎮ 金秋助学活动是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民生实事” 项目ꎬ 市总工会为让困难群体在主题教育中得到真

正实惠ꎬ 进一步深化助学活动ꎬ 组织基层工会上报ꎬ 特别在教育

系统全面排查ꎬ 全面掌握困难职工家庭的生活状况及子女的就学

情况ꎬ 对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子女进行助学帮扶ꎮ 经学校调查摸

底ꎬ 市总工会认真审核ꎬ ２８ 名品学兼优的困难学子纳入市总工

会第二次助学帮扶对象ꎮ １９ 日ꎬ 在荆州中学和沙市中学举行

２０１９ 年金秋助学活动助学金第二次发放仪式ꎮ “爱心成就梦想

金秋助学行动” 已打造成荆州的公益活动品牌ꎮ

六、 召开荆州市水产品行业职工技能对抗赛ꎮ ４ 日ꎬ 由荆州

市总工会主办ꎬ 洪湖市总工会承办的 ２０１９ 年荆州市水产品行业

职工技能对抗赛在洪湖盛大开幕ꎮ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张

征军ꎬ 洪湖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李程云等领导出席大赛开幕式ꎬ

来自洪湖市、 监利县、 石首市水产品行业的三支代表队的 ６８ 名

选手参赛ꎮ 各参赛选手根据自身的经营范围和技术特长ꎬ 从烹饪

技艺、 成品装盘、 造型款式等方面进行了大比拼ꎬ 评委团根据口

感与质感、 工艺与火候、 营养与卫生、 创意与实用等方面对现场

每道菜品进行打分并逐一点评ꎬ 参赛选手及观摩厨师互相学习、

相互借鉴ꎬ 营造出浓厚的 “比学赶超” 氛围ꎮ 此次大赛以 “勇

当主力军ꎬ 建功大振兴” 为指导思想ꎬ 旨在广大职工中掀起学

技术、 比技能的热潮ꎬ 充分展现出技能人才的精湛技艺和精神风

貌ꎬ 促进职工技能水平的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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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开展城区 ２０１９ 年保洁家政行业工资集体协商ꎮ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 荆州市城区 ２０１９ 年保洁家政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会议在市总

工会七楼会议室召开ꎬ 会议就最低工资标准、 休息休假、 灵活用

工的商业保险及规范用工须签订合同四个协商议题达成协议ꎬ 并

签订了 «荆州市城区 ２０１９ 年保洁家政服务业工资专项集体合

同»ꎮ 协议商定荆州市城区环卫、 保洁家政行业一线职工最低月

工资标准不低于 １６２５ 元ꎬ 在 ２０１８ 年城区最低工资标准上浮 １０％

基础上增长 ７％ ꎻ 家政保洁员、 保姆、 护理员不低于 ３０００ 元ꎻ 母

婴护理员每单不低于 ５０００ 元ꎻ 小时家政工不低于 １５ ５ 元 / 小时

的工资标准ꎮ

八、 召开市直非公企业工会主席述职考核会ꎮ ２４ 日ꎬ 市总

工会在荆州开发区对拟发放工作津贴的 １５ 家非公企业工会主席

进行了考核ꎮ 被考核的非公企业工会主席总结 ２０１９ 年度工作亮

点和成绩ꎬ 依次进行了工作述职ꎬ 并结合各自工作总结及平时工

作开展了自评和互评ꎮ 考核结果分为较差、 一般、 良好、 优秀四

个等次ꎬ 市总工会后期将根据考核结果有差别地发放津补贴ꎮ

九、 圆满完成全年税务代收及上解省总经费预算任务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市总工会完成税务代收工会经费 ７９０８ 万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３ ６％ ꎻ 超额完成上解省总经费预算任务ꎬ 首次突破

１０００ 万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２％ ꎮ 一是主动协调税务代收工会经费工

作ꎬ 市总多次与税务部门沟通协调代收任务完成进度、 县市区代

收进度不均衡、 结构不合理等问题ꎻ 共同研究解决因税务体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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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经费征收部室变更及代收工作人员变动大ꎬ 人心不稳给代收

工作带来的新情况、 新问题ꎬ 保证工会经费征收不 “断档”ꎻ 二

是加大工会经费代收政策宣传及培训ꎬ 市总与税务部门联合开展

«湖北省工会经费委托税务代收业务流程»、 «工会法»、 «湖北省

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 及问题解读等宣传培训ꎬ 积

极推动网上申报和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电子扣款系统应用ꎬ 提高工

会经费收缴业务水平ꎻ 三是坚持对县市区工会上解经费跟踪督

办ꎬ 市总工会年初测算分解下达各县市区总工会应上解经费任务

数ꎬ 实时跟踪各地代收情况ꎬ 坚持季度通报制度ꎬ 督促县市区工

会按进度完成工会经费的代收和上解ꎻ 四是加大自主收缴工会经

费的力度ꎬ 市总工会将经费收缴与工会组织建设、 维权服务、 经

费返拨等工作相结合ꎬ 自主催收催缴行政事业单位新增 ４６ 家ꎬ

收缴工会经费同比增长 １４ ５％ ꎻ 不定期开展工会经费管理使用

情况检查ꎬ 加大对不按时、 不足额缴纳单位追缴力度ꎬ 追缴入库

欠费 １００ 多万元ꎮ

十、 做好市委相关部门和省总工会年终考评的相关工作ꎮ 一

是根据市爱卫办 «关于对市直卫生先进创建单位进行考核的函»

的通知要求ꎬ 准备好相关迎检资料ꎬ 于 ２５ 日完成了对市总机关

卫生健康及无烟单位的检查考核工作ꎻ 二是根据市委统战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和民主法制专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知精神ꎬ

积极配合完成了统战工作和民主法制专项改革前期自查自评及上

报工作ꎻ 三是完成全省工会工作 “职工说了算” 考评工作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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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总按时报送资料信息ꎻ 四是积极总结 ２０１９ 年度工作ꎬ 认真统

筹谋划 ２０２０ 年工作要点和项目规划ꎬ 并形成书面汇报市委相关

部门和省总工会ꎻ 五是积极筹备党建、 绩效考核、 文明单位、 社

会管理综合治理迎检考核工作ꎬ 分解相关考评任务到各相关部

室ꎬ 注重平时工作落实各项任务ꎬ 组织专班收集相关资料ꎬ 做好

考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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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