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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总工会九月份工作综述

一、 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系列活动

一是开展 “廉政教育专题党课” 暨 “家庭助廉座谈会” 活

动ꎮ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以 “以正面典型为标

杆、 以反面典型为镜鉴” 为主题ꎬ 为机关干部及家属代表讲了一

堂专题廉政党课ꎮ 二是配合市纪委做好市总工会作风建设公开承

诺的相关视频录制工作ꎬ 于 ９ 月 ２４ 日在市级媒体展播ꎮ 三是 ９

月 ２４ 日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集中收看省市两级纪委拍摄的警示教

育片ꎮ 四是组织开展对口联系社区廉政党课活动ꎮ

二、 圆满举行 ２０２０ 年 “爱心成就梦想金秋助学活动”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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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金发放仪式

９ 月 ８ 日ꎬ ２０２０ 年 “爱心成就梦想、 金秋助学活动” 助学金

发放仪式在市总工会职工培训中心圆满举行ꎮ 市总工会党组书

记、 常务副主席官庆军同市红十字会、 荆州广播电视台相关领导

参加活动ꎬ 并为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ꎮ 此次活动由市总工会、 市

红十字会、 荆州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 «江汉风» 栏目共同主办ꎮ

今年全市工会共筹集助学金近 ３００ 万元ꎬ 资助近 ８００ 名困难家庭

子女上学ꎮ 从 ２００２ 年至今ꎬ 共筹集 ３７００ 万元ꎬ 帮助 ２７４００ 名学

生实现了上学梦ꎬ “爱心成就梦想金秋助学行动” 已打造成荆

州的公益品牌ꎮ

三、 举行全省职工网络宣讲比赛荆州赛区选拔赛

９ 月 １ 日ꎬ 由市总工会、 市网信办、 市文明办、 团市委共同

主办ꎬ 荆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 “中国梦劳动美———决胜湖北奋

斗有我” 全省职工网络宣讲比赛在市疾控中心举行ꎬ 无线荆州

ＡＰＰ 平台同步网络直播ꎮ ９ 名基层一线参赛选手结合各自的工作

岗位实践ꎬ 从不同角度深情讲述了普通劳动者在平凡岗位上积极

投身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防汛救灾战中的 “荆州故事”ꎮ

经过专业评委的现场点评和打分ꎬ 市第二人民医院李娟和市河道

管理局通信总站李昕橦荣获比赛一等奖ꎮ 市总工会在官网、 官微

上对参赛选手视频进行了展播ꎬ 并推荐 ３ 名选手参加全省决赛ꎮ

目前正组织职工开展 ７０ 进 ４０ 强的网络投票工作ꎮ

四、 举办荆州市家政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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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月 ９ 日ꎬ 市总工会联合市民政局、 市人社局、 市商务局开

展了荆州市家政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ꎮ 竞赛于 ７ 月底启动ꎬ 分母

婴护理和养老护理两大类ꎬ 以笔试、 面试及实操比赛计总分ꎬ 历

经层层选拔ꎬ ６０ 名优秀家政从业人员参加全市竞赛ꎬ 决出两大

类一等奖 １ 名、 二等奖 ２ 名、 三等奖 ３ 名、 优胜奖 ２４ 名ꎮ ９ 月 １８

日ꎬ 选派 ６ 名选手参加了 ２０２０ 年湖北省家政服务业职业技能大

赛ꎬ ４ 名选手进入决赛ꎬ 其中 ３ 名选手获得优胜奖ꎬ 我市陈艳获

得 “湖北省最美家政人” 荣誉称号ꎬ 并被省总工会推荐参加

“中国最美家政人” 评选ꎮ 近十年来ꎬ 全市各级工会共举办月嫂

(育婴师) 培训班 ７０ 余期ꎬ 培训合格家政从业人员、 中高级技术

职称人员近万人ꎮ 荆州家政服务人员以良好的护理知识和技能ꎬ

走俏北上广深ꎬ 不断擦亮荆州月嫂品牌ꎬ 成为全国家政服务业的

生力军ꎮ 在此基础上ꎬ 市总工会还通过发放工会小额贷款等方式

扶持了一批创业带头人和家政服务公司实体ꎬ 有效地推进我市家

政服务业的健康发展ꎮ

五、 扎实推进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质效提升行动

一是建立荆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工会联合会ꎮ ９ 月 １ 日ꎬ 在市

总工会充分调研、 全程服务、 积极推动下ꎬ 荆州市建筑装饰行业

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顺利召开ꎬ 会议选举

产生了荆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 经费审查

委员会和女职工委员会ꎮ 二是加强对基层工会调研督办ꎮ 由党组

成员带队ꎬ 分别到县市区ꎬ 以召开座谈会形式ꎬ 现场对 ６０ 家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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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四型三级” 工会的基层工会主席进行了指导和培训ꎮ 三

是联合省总干校举办首期线上工会干部培训班ꎮ ２ 日 － ３ 日ꎬ 市

总工会组织全市工会干部 ２２０ 余人参加线上培训ꎮ 省总干校老师

通过 “腾讯课堂” 软件讲授 «基层工会组织规范化建设»、 «怎

样开好职代会»、 «新形势下职工之家建设» 三门课程ꎬ 并与学

员展开线上互动ꎮ 学员们纷纷表示线上培训方式灵活、 务实、 方

便ꎬ 学习课程内容丰富ꎬ 实用性很强ꎬ 符合工作实际ꎮ

六、 抓好建功立业劳动竞赛

一是筹备了全市第二届 “工友杯” 双创大赛和三大对抗赛ꎮ

确定了双创大赛方案ꎬ 组织了项目报名等工作ꎻ 对三大对抗赛进

行协调ꎬ 已有两项对抗赛拟定了工作方案ꎬ 确定了举办时间和形

式ꎬ 其中工业制造业对抗赛即将举行ꎻ 组织了 ５ 只代表队作好了

参加全省第八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的准备ꎮ 二是对十三五期间全

市劳动和技能大赛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及时报送省总ꎮ 三是向省总

推荐了 “荆楚工匠” 和职工创新成果ꎬ 我市 ２ 人入围 “荆楚工

匠” 评选ꎮ 四是组织了首批省、 市两级劳模疗休养活动ꎻ 发放了

省、 市劳模困难补助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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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总工会十月份工作计划

一、 扎实开展 ２０２０ 年 “扶贫日” 活动

责任领导: 高启秀

责任部室: 权益保障部

完成时限: 十月份

二、 迎接全总困难职工解脱困第三方评估抽查和 ２０１９ 年帮

扶资金、 送温暖资金审计工作

责任领导: 高启秀

责任部室: 权益保障部

完成时限: 十月份

三、 筹备好 “助力荆楚共创未来” 荆州—东莞就业专场活动

责任领导: 高启秀

责任部室: 权益保障部

完成时限: 十月份

四、 筹备好工业制造业工会联合会换届工作

责任领导: 高启秀

责任部室: 组织部、 工业制造业工会联合会

完成时限: 十月份

五、 做好工会信访维稳工作

责任领导: 高启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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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部室: 权益保障部

完成时限: 十月份

六、 继续开展职工素质大讲堂活动

责任领导: 郭红萍

责任部室: 宣教网络部

完成时限: 十月份

七、 做好省级文明单位的测评工作

责任领导: 郭红萍

责任部室: 宣教网络部

完成时限: 十月份

八、 扎实推进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质效提升行动

责任领导: 张征军

责任部室: 基层工作部

完成时限: 十月份

九、 举办荆州市职工创业创新大赛和机械制造行业职工技能

对抗赛

责任领导: 张征军

责任部室: 经技部

完成时限: 十月份

十、 做好档案升级达标评审和工会统计年报工作

责任领导: 董　 军

责任部室: 办公室

完成时限: 十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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