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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福建省职工学习新思想
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主题歌会在榕举办
9 月 28 日下午，省总工会、福州市总工会在福州工人文化
宫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福建省职工学习新思想暨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主题歌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黄琪玉，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丁文清出席活动。
歌会分为五大篇章。在奋进篇章，两百多名职工参与的劳
动快闪气势恢宏，在《咱们工人有力量》的熟悉旋律中，唱响
幸福之歌；在初心篇章，《南湖的船 党的摇篮》《红出一片天》
等经典红歌，带领观众追忆峥嵘岁月，唱响信仰之歌；在奋斗
篇章，原创主题音诗画《薪火》，生动再现王荷波、林祥谦等
工运先驱的动人事迹，展现福建工会人不忘初心、永葆本色的
劳动情怀，唱响工人之歌；在使命篇章，展现改革浪潮中无畏
奋进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唱响时代之歌；在致敬篇章，百
名劳模登上舞台，全场齐声合唱《歌唱祖国》，献礼国庆，唱
响梦想之歌。
全省各地职工演出团队 700 多名职工和劳模演员参加演出。
省总工会在家领导，福州市领导，各设区市总工会、平潭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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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区总工会和省直机关工会负责人，与一线职工、劳动模范、
工会干部代表一起参加了歌会。
（省总工会办公室、宣教部，省财贸轻纺烟草医药工会工委）

世界无车日“职工健步行”活动在福州举办 日前，省总
工会联合福州市总工会、省环保志愿者协会、晋安区总工会在
福州金鸡山公园举办世界无车日“职工健步行”活动。省总工
会领导丁文清、郑小蕊、柳公立、王华及相关单位领导出席。
400 余名职工和志愿者参加了 3 公里健步行活动，并捡拾沿途垃
圾。省总工会向全省职工发出《绿色出行，共享蔚蓝》倡议，
呼吁社会各界响应“1、3、5”行动计划（一公里步行、三公里
骑行、五公里乘坐公交），共同参与绿色出行生活方式。9—12
月期间，还将开展 5 场千名志愿者“绿色健步行，共同清洁山
川”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投身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伟大实践，为
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作出贡献。
（省总工会社联部）

香港工会联合会代表团来闽访问 9 月 25—27 日，香港工
会联合会副会长周联侨一行来闽交流，访问了省总工会、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福建联络处、省委统战部、福州市总工会，
参观了省职工服务中心、劳模服务中心和福州市职工服务中心、
福州工人文化宫。26 日，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丁文清会
见了代表团，双方就全面推进香港工联会福建代表处项目落地
进行探讨。丁文清表示，随着香港、福建两地交流日益频繁，
香港同胞到福建工作、生活、投资和定居的人越来越多，我们
将全力以赴支持香港工联会在福建厦门的咨询服务中心顺利落
成。周联侨表示，感谢省总工会对香港工联会工作的支持，此
次工联会在福建厦门成立代表处，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在闽港
胞提供内地生活、工作、法律等各方面咨询和应急支援服务。
（省职工交流中心）

福建选手在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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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由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技能大赛——第
六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落下帷幕。经省总工会选派的选手
在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和砌筑工两个工种竞赛中均获团体第
4 名，来自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农民工选手吴方开和杨
凤林在砌筑工决赛中分获个人第 4 名、第 5 名的好成绩。
（省总工会劳动部）

全省工会 2018 年“金秋助学”活动取得成效 2018 年，全
省各级工会进一步融入党委政府脱贫攻坚大局、推动保障和改
善民生，广泛深入开展“金秋助学”活动，努力帮助困难职工
家庭子女实现“学有所教、学有所成”。截至目前，全省各级
工会共筹集助学金 1655.26 万元，资助困难职工子女 3393 名，
其中困难农民工子女 1460 名；为在读困难职工子女联系勤工俭
学和社会实践单位 112 家，提供勤工俭学岗位 452 个；积极服务
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举办就业招聘会等就业服务系列活
动 96 场，开展技能培训、创业培训 1805 人次，提供实习见习
机会 1083 个、就业岗位 47206 个。
（省总工会权益部）
【劳模工作】

泉州市总工会扎实做好劳模工作 一是严把评选标准。建
立健全劳模推荐、评选、考核机制，今年推选省劳模和先进工
作者 88 名；评选、表彰市劳模 112 人、先进工作者 90 人，其中
高层次人才和技能工匠、工艺美术师占 19%。二是优化服务管
理。深入调查劳模情况，实行规范化建档；从优推选劳模代表
出席或列席各级党代会、两会，发挥参政议政作用；今年来组
织劳模疗休养（读书班）活动 5 期，推荐参加上级工会劳模疗
休养活动 76 人次；组织市直机关 260 名市级劳模免费体检；向
65 名困难劳模发放补助金 28 万元。三是强化示范引领。以劳模
创新工作基地和创新工作室为依托，引领广大职工在“转型攻
坚、聚力跨越”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目前全市已建成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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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劳模创新工作室共 179 家，去年实现师徒结对 5000 多对，
其中农民工结对名师超 3300 对，评选出“好师父”100 名。
（泉州市总工会）
【维权行动】

三明市总工会“三抓”促进班组长在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中
发挥作用 一抓人员对接。按属地管理原则，以行业为分类，
由市、县工会分别组建班组长微信、QQ 等工作群，建立安全生
产政策、信息快速发布和反馈渠道，增进班组长横向交流。目
前已建立 27 个微信、QQ 群，2160 名班组长入群。二抓安全培
训。推出企业班组长安全生产管理系列培训，分期分批组织优
秀班组长参加《零事故安全领导力》《安全生产之风险防范与
应对》等培训课程，提高安生管理水平和应变能力。目前已累
计办班 2 期，培训班组长 160 多人。三抓责任落实。推动企业
抓实班组长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生产活动月”“安康杯”
竞赛、职业病防治“三查一看”、“安全隐患随手拍”等相关
活动的工作目标、责任逐项分解落实，强化考核督促和评比表
彰，推动班组长增强责任意识，做实防控举措，确保生产安全。
（三明市总工会范良勇、赖孝利）

莆田市总工会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一是建好队伍。建
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聘任、管理、考核和奖励等制度，
全市已有专兼职指导员 507 人。二是分类指导。明确“行业谈
标准、区域谈底线、企业谈增长”的工作要求，并根据企业实
际确定协商标准，着力指导大中型企业和生产经营良好企业签
订全面规范的综合性集体合同，指导小型企业和生产经营不太
稳定的企业签定单项集体合同；指导小企业较集中和行业集群
镇街签订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三是培育典型。全市已选
树 20 家企业、20 个行业、10 个区域性集体协商先进单位，先
后举办黄石镇米粉行业集体协商和西天尾镇区域性集体协商现
场观摩会。至 8 月底，全市已建会企业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5207 份，覆盖企业 11187 家，建制率 92.9%。（莆田市总工会许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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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温暖帮扶】

福州市总工会开展“夜访职工、体验劳动、增进感情”主
题志愿服务活动 中秋节前夕，福州市总工会组织机关 70 多名
党员志愿者，
分成 16 支小分队开展夜访一线职工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们深入福州市红庙岭重点工程职工宿舍、福州公交集团
仁德枢纽站、万润新能源科技公司劳模工作室、博能特工业公
司生产车间、福州消防支队值班室、顺丰速运金祥花园店夜班
点等 16 家企业、单位的职工工作、居住场所，实地走访慰问一
线职工，送上节日慰问品；向职工面对面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导职工自觉学习新
思想、践行新思想；开展座谈交流、问卷调查，零距离倾听职
工心声，征求对工会工作的意见建议；与夜班一线职工同工作
同劳动，进一步增进感情，向职工传递工会“娘家人”的关爱。
（福州市总工会）

古田县总工会积极服务女职工 一是维护女职工特殊权
益，利用县总工会公众微信号开展 8 期女职工权益保护法律法
规知识宣传活动，推动已建会企业 100%签订女职工专项集体合
同。二是提升女职工技术水平，先后组织 2000 多名女职工参加
各类劳动竞赛和职工技术创新活动。三是加大慰问帮扶力度，
为 150 多名困难女职工、女劳模、单亲女职工发放慰问金 23 万
元，为 51 名特困女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 21 万元，组织 14 名单
亲困难女职工参加人均 500 元的免费体检。四是打造特色服务
项目，下拨专项资金 2 万元建设 1 个“亲子驿站”，在古田县
城东车站设立 1 家“妈妈小屋”，协助成立课后服务点 3 个，
举办 1 场“牵手情缘，相约七夕”联谊活动。（古田县总工会林雪媚）
【简讯】

△全省各级工会积极推动家庭文明建设 在职工家庭中深
入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涌现出一大批夫妻和睦、尊老
爱幼、科学教子、勤俭节约、邻里互助的家庭典型。近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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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和省文明办表彰了第十一届福建省“五好”家庭、“最美
家庭”，高山、曾小玲等 10 户职工家庭当选。 （省总工会女职工部）
△省总工会直属企业工会、机械化工矿冶工会规范化管理
培训班在龙岩古田举办 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工会经费管理使用、工会换届选举及
日常管理、劳动竞赛及劳模服务、基层工会调查工作等开展培
训，80 名企事业工会负责人参训。 （省机械化工矿冶工会工委苏国盛）
△省总工会机关、干校和《生活·创造》杂志社、省职工服
务中心近日组织党员干部在华大街道琴湖社区开展“和谐邻里
情，欢喜迎中秋”游园会。
（省总工会机关党委）
△省总工会办公室党支部到华大街道琴湖社区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 向环卫工人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对环卫工人的关爱
和省总工会积极维护环卫工人合法权益的做法。支部党员捐款
1600 元购买 70 个水壶赠送给环卫工人。今年 7 月底，还协调福
州市城建工会在琴湖社区设立城市管理驿站。 （省总工会办公室）
△平潭综合实验区总工会、台湾商工统一促进会、平潭两
岸职工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秋季台胞岚岛自行车骑行参访活动
36 名台胞骑行团员到平潭流水镇北港村、将军山、龙王头海滨
浴场和福清大壤山等地进行了骑行参观。 （平潭综合实验区总工会）
△大田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县总工会工作汇报 县
委书记陈文华强调，要严格按程序做好工会换届工作，认真谋
划新一届工会工作五年规划，主动贴近职工，服务职工，推进
改革创新，在多彩大田建设中发挥工会作用。（大田县总工会曾玉珠）
△洛江区总工会四届一次全委会选举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廖晓凌为区总工会主席 杜丽卿、吴安辉、陈隽雯、李小平为
副主席。
（泉州洛江区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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