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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张广敏提出 2018 年工会工作要做到“四个再”
2 月 8 日下午，省总工会召开全体机关干部及直属事业单位
处级干部大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张广敏出
席会议，向大家致以新春祝福，对省总工会 2017 年工作做总结
点评并对 2018 年工作提出希望。
张广敏说，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过去一年省总工会的工作
在两个方面有了明显提升：一是所有工作都有了更高的政治站
位与更广的政治视野，一切活动都能从政治和大局的角度思考
谋划；二是在作风、学风和会风方面有明显转变，务实、求实、
落实的风气正在形成，并成为一种自觉。
张广敏指出，2018 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中国工会十
七大召开，福建省也将迎来劳模表彰大会。广大工会干部要做
到“四个再”，用实际行动再创佳绩。一是学习再用功。学习
是干部成长的力量源泉，终身学习应该成为每一名干部的自觉。
新时代新任务要求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了解国情、省情、民
情，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向职工学习，加深与职工
群众的感情。二是管理再严格。一个人再有能力、情商再高，
如果不服从管理，就不会获得真正的成长，被管理是一种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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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是一种生产力，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动力；而作为管
理者要有能力、有境界、有觉悟，这样才能让人心服口服，重
点要把握 3 个关键点——有规矩，有温度，体现问责。三是合
力再增强。合力强则工作质量高，各个部门要上下齐心、主动
作为，为中心、重点工作献计献策，扛得起、冲得上、干得好。
四是工作再抓实。要竭尽全力去做实、做细、做好服务职工工
作，以职工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来评判工会工作，增强工会
的凝聚力，履行好带领职工跟党走的政治责任。
张广敏希望，工会干部都能用心用情处理好工作和生活的
关系，特别要照顾好家人、陪伴好亲人、赡养好老人，要安排
时间去尽孝心、尽责任，培育传承优良家风，做有情怀和传统
美德的工会人。
（省总工会办公室、宣教部）
张广敏走访慰问省总工会老领导
2 月 8 日下午，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总工会主席张广敏，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丁文清一行
来到省委原副书记、省总工会原主席黄瑞霖，省总工会原党组
书记、主席韦立家中，看望慰问两位省总工会老领导，送上新
春的美好祝福。张广敏与他们亲切交谈，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和
生活情况，汇报了省总工会 2017 年工作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
工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大家一起回忆当年召开省政府与省总
工会首次联席会议、组建沃尔玛晋江店工会、推动省人大颁布
实施多部涉及职工权益和工会工作的地方性法规、首创“小三
级”工会网络等福建工运史上里程碑事件，张广敏代表省总工
会感谢老领导们为福建工运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
了杰出的贡献。张广敏说，莫忘前任贡献，仍需后人努力，工
运事业的发展靠的是一代代工会人的传承和创新。我们要再接
再厉，再创新功，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工会工作做得更好、更实！
省总工会副主席郑小蕊参加慰问。
（省总工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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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总工会从五方面加强单位安全管理 2 月 8 日，省总工会
召开全体机关干部及直属事业单位处级干部大会，省总工会党
组书记、副主席丁文清就安全工作提出五点要求：一是政治安
全。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
党的核心地位，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廉政安全。抓好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党纪。针对岗位职权、关
键环节认真排查廉政风险点，制定并严格落实防控措施。三是
网络安全。在“网上工会”建设起步阶段统筹考虑、超前谋划
网络安全问题，时刻关注涉及工会组织和职工队伍的重大网络
舆情。四是管理安全。做到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加强单位人、
财、物的管理，对重点部门、重点岗位要盯紧看牢，健全完善
规章制度、工作流程、监督机制。五是人身安全。增强危机意
识、安全意识、管控意识，切实保障人身安全；提高法律素养，
忠于职业道德，遵从职业操守，打造健康身心，创造安全港湾，
构建幸福家园。
（省总工会办公室）
省三方部署开展 2018 年集体协商“要约行动月”活动 今
年 3 月，省人社厅、省总工会、省企联、省工商联等省协调劳
动关系三方会议有关单位在全省开展以“主动要约、规范运作、
力求实效、和谐发展”为主题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月”活动，
要求各地在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充分发
挥集体协商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的基础性作用，巩固建制成果，
力促提质增效，确保 2018 年全省集体协商建制率动态保持在
85%以上，其中百人以上企业建制率保持在 90%以上，并同步推
进劳动安全卫生和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等专项集体合同工作。
（省总工会权益部）

省总工会机关青年读书社赴林祥谦烈士陵园开展主题团日
活动 2 月 7 日，为纪念林祥谦烈士就义 95 周年，省总工会机
关青年读书社组织机关新进人员赴林祥谦烈士陵园开展主题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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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活动。机关青年代表怀着崇敬的心情向烈士铜像敬献花篮，
瞻仰烈士纪念碑，在烈士纪念堂聆听林祥谦烈士英雄事迹，接
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并在省总工会“五一先锋林”
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省总工会机关党委）
【送温暖帮扶】

泉州市开通农民工“平安返乡”爱心专列 2 月 8 日，泉州
市总工会协调南昌铁路局漳州车务段开通 D2376 次“平安返乡”
爱心专列 ，搭载 800 多名重庆籍、湖北籍农民工，从泉州站启
程开往重庆北站。市总工会联合市交通委、泉州晚报社、泉州
电视台等部门在泉州动车站举行欢送仪式，向农民工赠送大礼
包、行李袋、人身保险等，并组织 50 多名工会志愿者开展车次
引导、物资发放、行李搬运等志愿服务。2 月 9 日，市总工会还
开通一趟专列，送 600 多名农民工返乡。
（泉州市总工会）
龙海市总工会认真做好“两节”送温暖工作 一是开展走访
慰问。严格按照“实名制、先建档、后帮扶”原则，开展困难
职工调查摸底、申报审核和慰问帮扶工作，目前已走访慰问困
难职工、农民工家庭 332 户，发放慰问金 83 万元。二是强化维
权服务。利用 16 个信访服务窗口、800 多家非公有制企业职工
劳动仲裁委员会化解矛盾纠纷；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开展普法
进园区、进企业活动 5 场，提供咨询服务 262 人次。三是加强
人文关怀。在正新（漳州）橡胶工业有限公司等外来工较多的
企业开展“心系职工 快乐回家”购票服务活动；启动“春运在
行动”服务项目，组织工会志愿者在漳州动车站开展志愿服务。
（龙海市总工会林艺玲、郭晓鹏）
【党政支持】

三明市政府与市总工会第 25 次联席会议议定：（1）由市
民政局、农业局等部门将符合条件的在档困难职工纳入政府城
市困难家庭精准帮扶试点工作范畴，由市总工会统筹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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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局、住建局、教育局等部门资源，建立联动帮扶长效机制，
帮助解决城市困难职工就业、医疗、住房和子女就学等问题；
（2）由副市长牵头，市住建局具体负责，会同市财政局及梅列
区、三元区等部门，研究建立市区一线环卫工人工资正常增长
机制，按照每年 10 元标准增发工龄工资，逐步将清扫保洁费用
标准提高至 6.97 元/㎡，并研究制定工资绩效管理机制；（3）
加大环卫工人困难救助力度，由市财政拨款 20 万元设立环卫工
人救助金，广泛吸纳社会企业开展爱心捐赠，并由市住建局、
财政局研究制定救助金使用管理办法；（4）由市委副书记牵头，
市住建局、发改委、国土局、规划局等部门配合，积极对接省
上政策，推进市、县（区）工人文化宫建设。（三明市总工会范良勇）
永泰县政府与县总工会第 14 次联席会议议定：（1）从今
年起，
每年重阳节期间为 70 周岁以上省、市级劳模每人发放 1000
元慰问金，所需经费由县总工会负责；（2）县财政拨付 20 万
元资金，支持县总工会开展职工温暖工程。
（永泰县总工会）
思明区政府与区总工会 2017 年度联席会议议定：（1）依
法稳妥有序推进机关、事业非在编人员和社区工作者的工会经
费提取工作；（2）增加 13 名工会专干编制，按照有关程序提
请区编委会研究，区总工会根据实际统筹调配街道工会专干；
（3）区教育工会划归区总工会管辖；（4）提升改造厦门市总
工会旧址外围环境，经费纳入市、区财政预算。
（厦门思明区总工会林怡娜）
【工会建设】

光泽县积极推动党建带工建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县
委将工会工作列入基层党建工作考评，每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工会工作；县委组织部定期召开党建带工建专题会议，并组织
参观先进示范点。二是推动基层建设。着重在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中推动党建带工建，对具备条件的，同步筹建党组织和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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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对已建立党组织的，创造条件支持依法建立工会组织；
对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动员先建立工会组织；对规模
较小、不具备单独建会条件的，推动组建区域性或行业性基层
工会联合会。全县已建机关、企事业基层工会 476 家，组建率
达 95%。三是配强干部队伍。优化县总工会领导班子，增配兼
职副主席 1 名；增聘工会专干 6 名，为所有乡镇各配备 1 名工
会专干；推动乡镇（园区）工会联合会、系统工会主席全部由
同级党委副职担任，推广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同时担任
工会组织负责人的做法，使党建、工建有机结合、同步推进。
（光泽县总工会吴梦雪）
【简讯】

△2017 年省总工会信息工作取得优异成绩 在全国工会系
统位居第四，在省直机关名列前茅，分别被省委办、省政府办
评为信息报送优秀单位。
（省总工会办公室）
△省林业工会开展“情暖林区·筑梦小康·工会在行动”
走访慰问活动 “两节”期间，本级计划慰问困难劳模、先进
工作者和困难职工 50 名，发放慰问金 10 万元。
（省林业工会）
△仙游县总工会开展“新春送岗”暨倡导移风易俗活动 发
放《移风易俗倡议书》《职工就业指导咨询》等宣传材料 1000
余份，现场帮助企业招工 50 余人，呼吁职工群众参与移风易俗
工作，营造“树新风、破旧俗”的浓厚氛围。（仙游县总工会傅志程）
△长汀县总工会举办插花艺术培训班 包括花卉养殖养
护、插花实操等课程，130 余名女职工参训。
（长汀县总工会范文娟、林丽文）

△古田县总工会推动工会组建工作 发挥区域性、行业性
工会作用，推行“联合制、全覆盖”做法，去年新建基层工会
73 家，建立村居（社区）工会 12 家，指导基层工会换届 48 家，
发展工会会员 3432 人，其中农民工会员 3031 人。 （古田县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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