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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批示】

于伟国对省总工会进一步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作出批示
9 月 2 日，省委书记于伟国在省总工会“关于激励先进模范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赶超目标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若干措
施”上批示：赞同琪玉同志意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回信精神，在全社会营
造学习劳模、关爱劳模、崇尚劳模、争当劳模的良好氛围，引
导劳模等先进模范继续发挥表率作用，示范引领广大职工积极
作为、主动融入，积极投身新福建建设。
9 月 6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黄琪玉在于
伟国书记批示件上签：请文清同志阅。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于
书记的重要批示，在推进高质量赶超中充分发挥劳模等先进模
范的示范引领作用和各级工会的组织推动作用。请即下发《若
干措施》，并抓好落实；有些措施还要制定实施方案，在全省
组织开展。
（省总工会办公室）
【重要活动】

黄琪玉到福建广播电视大学调研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工作
9 月 7 日上午，在第 34 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人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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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黄琪玉一行来到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调研，深入了解省总工会、省教育厅与省电大联合实施的农民
工“求学圆梦行动”进展情况和实际成效，共同探讨深化农民
工“求学圆梦行动”的有效措施，并详细询问学校教学和教职
工工作生活情况，向辛勤工作的广大教职工致以节日的问候。
黄琪玉指出，职工素质提升工作永远在路上，省电大要服
务高质量赶超，充分运用现代技术和资源，依托全省电大系统
和支持联盟开展办学服务，推动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职工
队伍建设。
黄琪玉强调，实施好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意义重大，
要加强评估，总结经验，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推进。一要强化引
领，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二要注重实效，坚持服
务福建经济建设主战场，根据我省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发展方
向设置专业和课程，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三要加强
合作，工会与电大要拓展合作空间，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加
强宣传发动，齐心协力为农民工办实事、做好事，让广大农民
工学到真知、得到实惠，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和实现赶超目标培
养高素质的职工队伍。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主任郭立新、省财贸轻纺烟草医药
工会工委主任刘冰新参加调研。
（省总工会政研室、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

埃及陆路交通工会代表团来闽访问 近日，埃及陆路交通
工会财务总监阿德尔·默罕默德率代表团一行 5 人来闽访问。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丁文清与代表团会见交流。双方就
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良好契机，共同推动两地工会交
流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达成共识。在闽期间，代表
团访问了省职工服务中心、省劳模服务中心、福州地铁轨道交
通指挥控制中心、福建高速公路路网监控中心、中车唐车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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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公司，了解我省工会工作开展和新福建发展建设情况，并
参观了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公园·亚洲园、泉州清真寺、海上交
通博物馆，体验福建海丝文化。
（省职工对外交流中心）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举办庆祝第 34 个教师节活动 9 月
7 日下午，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与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在福州
市钱塘小学联合举办“我是光荣的人民教师——庆祝第 34 个教
师节”活动。活动现场，向教师代表赠送《遇上好时代——纪
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诗文集》，并发放慰问金；省杰出人民教
师代表作典型发言，部分教师代表朗诵《诗文集》部分诗歌节
选；钱塘小学学生代表表演诗朗诵“献给老师的一首歌”。活
动由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主任郭立新主持。部分在榕高校、
中小学教师代表，以及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省教育厅教师
工作处、福州市教育工会、鼓楼区教育工会和福州市钱塘小学
工作人员近 50 人参加活动。“教师节”期间，省教科文卫体工
会工委还到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等学校走访慰问优秀教师和困难教师。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

省总工会组织金牌工人赴台参访 日前，应台湾总工会邀
请，省总工会组织 35 名金牌工人赴台交流学习。参访团与台湾
总工会、彰化县总工会、屏东不动产服务业职业工会，就职工
社会保障、权益维护、技能提升和工会运作情况等进行座谈交
流，并向台湾劳工界介绍了今年中央和福建出台的一系列惠台
政策，特别是省总工会出台的“惠台 16 条措施”。台湾劳工界
工会干部和职工表示，大陆的惠台大礼包给台胞带来了实惠，
为台胞在大陆工作生活提供了便利。参访团一行还参观了雅闻
集团公司观光工厂、台湾电力公司南部展示馆、鹿鸣艺术茶园、
乔本生医股份有限公司，与台湾一线职工、工会干部相互学习
交流，进一步加深了理解，增进了友谊。
（省总工会劳动部、省职工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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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代表队在第四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中喜
获佳绩 近日，由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办的第四
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来自
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105 所高校 129
名选手分别参加了文、理、工科和思想政治课专项四个组别的
比赛。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我省泉州师范学院柯佳颖获理科
组一等奖，厦门医学院武闯、福建农林大学黄秀玲分获工科组、
思想政治课专项组二等奖，福州大学梁红艳获文科组三等奖；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获优秀组织奖。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
【工会建设】

福州市总工会扎实推进“红色领航”工程 一是建设“红
色阵地”。整合资源，标准化建设机关“党员之家”“职工之
家”，增设“老党员之家”，筑牢战斗堡垒。二是开设“红色
讲坛”。邀请专家、劳模、机关干部、一线职工等 40 多人次，
开展“红色讲坛”6 期，600 多人次聆听。三是过好“红色生日”。
机关党委在入党纪念日向每位党员发送电子贺信，各支部通过
书记寄语、重温入党誓词、合唱红歌等方式每月组织集体过“红
色生日”。四是开展“红色服务”。建立“党建+志愿服务”模
式，今年上半年机关 104 名党员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 30 多场次、
500 多人次，累计服务 4000 多小时。五是争当“红色先锋”。
组建 16 支党员志愿者攻坚队，在抢险救灾、服务劳动竞赛和维
护职工权益等方面展现作为。六是打造“红色亮点”。通过开
展夜访职工、慰问百名困难职工百名困难劳模、到镇街（园区）
调研蹲点等活动，打响“走进基层，走近职工”工会党建品牌。
（福州市总工会）

龙岩市总工会持续加强职工文化建设 一是连续 6 年开展
“三送·三进”活动，为职工送去文艺演出、体育比赛、趣味
游园等文化大餐，提供法律援助、健康义诊等免费服务，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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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开展各类活动 20 多场，惠及职工群众近 5 万人。二是推进“职
工书屋”建设，全市共建立“职工书屋”313 家，其中全国级
30 家、省级 54 家、市级 225 家。三是开展职工电影文化周活动，
线下邀请 200 多名职工现场观看电影，并通过“龙岩工运”微
信公众号以线上抽奖形式，免费发放电影票 1200 张。四是举办
职工诗歌征集活动，共征集诗歌作品 175 件，评选出 25 件优秀
作品，并组织获奖代表深入基层开展采风活动，搭建文化交流
平台，促进职工文化建设。
（龙岩市总工会钟标东）
【服务发展】

省邮政工会开展绿色邮政建设活动 日前，省邮政工会向
全省邮政系统职工发出《绿色邮政倡议书》，要求广大职工认
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关于
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论述，积极响应绿色邮政建设行动要求，
认真履行相关职责，从自身做起，主动选择节约适度、低碳环
保的生活方式，广泛开展绿色环保合理化建议，积极参与环保
公益活动，争做绿色文明使者。要求各基层单位工会围绕绿色
邮政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将倡议书细化落实到具体
行动方案中，并将绿色邮政作为下一阶段信息宣传重点项目，
通过局（班）务公开、OA 办公系统等载体广泛传达绿色邮政倡
议，营造人人参与绿色邮政建设的浓厚氛围。 （省邮政工会林婷）
永春县总工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一是劳模带头参与。在
茶叶、花卉苗木、蔬菜、火龙果、荔枝等产业中创建 10 个劳模
创新工作室，发挥农民劳模传、帮、带的作用，通过推广“公
司+基地+农户”模式，与农户签订协议，实行保护价收购农产
品，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开展创业扶助。出台农民工创业扶助
工程三年行动规划，持续为农民工提供创业规划、资金帮扶等
服务，三年来共扶持 26 个项目，带动 374 名农民工就业。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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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服务载体。在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中建立 24 个环卫工人爱
心服务点，免费为农村环卫工人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等；整
合群团组织资源，依托县妇联培训基地，每年至少举办一期家
政服务培训班，帮助女农民工掌握实用技能，解决就业难题。
（永春县总工会康财城）
【维权行动】

周宁县总工会积极参与治理欠薪工作 一是加大普法宣传
力度。开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宣传月”“农民工工资清欠宣
传咨询服务”等宣传活动，免费发放《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等资料 2000 多份，提供咨询服务 300 多人次。二是畅通举报投
诉渠道。配备 1 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协调处理职工来信来电来
访，去年来共受理欠薪案件 33 件，帮助 172 名农民工追回工资
245 万元。三是强化联合督促检查。配合劳动监察部门重点检查
用人单位规范劳动用工、保障工资支付等情况，去年来共开展
日常巡查 135 家、专项检查 58 家、书面审查 85 家，责令整改 4
家。四是创建“无欠薪项目部”。协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指导
创建“无欠薪项目部”，从源头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去年
来全县已有 9 家单位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176 万元。
（周宁县总工会李皖丽）
【简讯】

△省总工会 9 月 3 日举办《五一讲坛》 邀请中央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建农林
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郑传芳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专题辅导讲座。省总工会机关及在榕直
属事业单位全体党员干部近 110 人参加学习。 （省总工会机关党委）
△省林业工会开展 2018 年“金秋助学”活动 共资助困难
职工子女学生 20 名，发放助学金 6 万元。
（省林业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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