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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批示】

黄琪玉对泉州市总工会工作作出批示
11 月 28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黄琪玉在
《泉州市总工会关于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助推新型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情况的专报》上作出批示：
泉州市总工会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于伟国书记批示要求，主
动对接省总工会激励先进模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十六条措
施，强化劳模对产业工人的思想引领、素质引领和创新引领，
动员组织劳模在项目攻坚、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技能竞赛等
重点工作中走前头、打硬仗、作示范，有力地推动了泉州市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泉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三个引领”的做法也丰富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
内容。
（省总工会办公室）
黄琪玉对厦门航空工会工作作出批示
11 月 28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黄琪玉在
《工人日报》11 月 25 日头版头条《厦门航空打造职工与企业“命
运共同体”》上作出批示：
厦门航空从制度入手，从规范抓起，做好职工维权服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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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做法值得推广。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进一步推进企业
的民主管理工作，督促企业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并落实好
民主管理制度，这样才能把职工维权服务工作进一步做好。
（省总工会办公室）
【重要活动】

黄琪玉到龙岩调研工会工作
11 月 26 日至 27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黄琪玉前往龙岩，就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
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国
工会十七大精神开展调研。黄琪玉对龙岩市总工会开展学习宣
传贯彻工作和工会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强调，各级工会要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贯
彻落实中国工会十七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在工会各项工作
中全面体现、全面落实，形成新的生动实践。省总工会党组书
记、副主席丁文清，龙岩市委副书记、新罗区委书记何明华，
龙岩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邓菊芳参加调研。
在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黄琪玉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职工工作生活和工会工作情况。他指出，企业与职工相向而行，
企业的发展要靠职工的辛勤工作，职工的利益要靠企业的良好
效益，企业工会要注重企业文化和职工文化建设，发挥劳动模
范的示范引领作用，打造企业和职工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和发展共同体。对企业工会的好做法好经验，要善于总结提升，
努力打造工会工作品牌，通过品牌来规范和提升工会工作，进
一步扩大工会组织的影响力。
来到龙岩市职工服务中心，黄琪玉深入了解就业超市、技
能培训、困难帮扶、医疗互助等情况，对劳动纠纷调解一庭一
室四制度的做法给予赞赏。他强调，职工服务中心工作做得好
不好，直接关系工会在职工群众中的形象，要坚持职工需求导
向，发挥好直接联系职工群众的窗口作用，接待好服务好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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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树立良好形象。工会干部作为“娘家人”，一方面要做
好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加
强对职工的宣传教育，团结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在坚持
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中建功立业，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
干部是知心人、贴心人和“娘家人”。
黄琪玉还考察了龙岩市工人文化宫建设情况。他强调，工
人文化宫建设要强化安全意识、质量意识，以满足职工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落脚点，增强前瞻性、回归公益性，科
学合理确定功能定位，真正把工人文化宫建设成为职工群众成
长和进步的学校和乐园。
（省总工会政研室）
我省 70 个集体、73 位个人获全国总工会表彰 日前，全国
总工会表彰一批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模范职工小家、全国
优秀工会工作者，命名一批全国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和全国优秀
工会之友，我省晋江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彭培育获评全国优秀
工会工作者标兵；福州万德电气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等 35 家基
层工会获评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配送中
心福州车队工会小组等 35 家工会分会或工会小组获评全国模范
职工小家，长乐力恒锦纶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陈魁等 33 位
基层工会干部获评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福州软件园工会工作
委员会专干方芳等 33 位同志获评全国优秀工会积极分子，中共
福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陈晓晖等 6 位同志获评全国
优秀工会之友。
（省总工会基层部）
全省第五届工会职工运动会在泉州举行 11 月 23—25 日，
由省总工会主办、泉州市总工会承办的全省第五届工会职工运
动会在泉州举行。本届运动会设置花式跳绳、气排球、三人篮
球、扑克牌 80 分、太极拳和趣味运动六个项目，全省工会系统
11 支代表队 300 多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运动员们坚持“我
运动、我健康、我快乐”理念，你追我赶，斗志昂扬，充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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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勇于挑战、勇于拼搏的精神面貌，营造了工会干部职工团
结奋进的浓厚氛围。经过激烈角逐，福州市总工会代表队获团
体一等奖，泉州市总工会代表队获团体二等奖和优秀组织奖，
三明、龙岩市总工会代表队获团体三等奖。
（省总工会机关党委、泉州市总工会）
【维权行动】

漳州市总工会“三抓”做好预防农民工欠薪工作 一抓源
头保障。以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型建筑项目工地、物流（快
递）、家政保洁服务等区域和行业为重点，最大限度把农民工
组织到工会中，切实维护合法权益，目前全市 60.33 万名农民工
入会，入会率 96.4%；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促进企
业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全市 10862 家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
度，建制率 91.5%。二抓法律维权。全市县级工会均设立职工法
律援助工作站、劳动争议巡回法庭和巡回办案点等，并积极推
动符合条件的县（市、区）法院探索在基层法院设立“劳动法
庭”，与各级司法部门联合开展农民工法律维权“全程帮”。
三抓监督检查。着手建设全市劳动关系预警监测系统，加强对
劳动关系运行情况和矛盾纠纷排查的预警监测；配合政府有关
部门开展欠薪问题检查工作，预防和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题。
（漳州市总工会）

三明市总工会三举措提升职工法治宣传实效 一是组建宣
传队伍。联合市教育局，依托三明学院、三明医学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组建了两支职工法治宣传服务分队，吸纳高校法律专
业教师、社会律师、工会干部等志愿者 20 多人，先后到企业、
园区巡回开展法治宣传服务 5 场次。二是开展主题宣传。市县
工会以“尊法守法·携手筑梦”为主题，结合“宪法日”“安
全生产月”等重要时间节点，深入基层开展职工法治宣传主题
活动 25 场，参与职工 1.6 万多人次。三是丰富宣传内容。充分
利用工会内外资源，联合人社、司法等多个部门开展法治宣传
活动，融合劳动法律、职工保障政策等多个方面宣传内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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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工会送文化、下基层等多种形式提升宣传实效。今年来，
全市各级工会发放宣传资料 1 万多份，提供现场咨询服务 1500
多人次，组织职工参与微信平台法律知识竞答 3 万多人次。
（三明市总工会黄强、王荣希）

连江县总工会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一是加强法律法规
宣传。在工业园区设立劳动法律法规宣传栏，并结合“春风送
岗”等活动举办法律政策现场咨询会，发放宣传资料 2500 多份。
二是畅通利益诉求渠道。今年来共接待职工来信来访 34 人次，
“12351”受理诉求件 3 件，参与企业仲裁调解 2 起，实现限内
结案率 100%。三是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着力推动企业建立工资
协商共决、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今年“要约行动月”活
动中发出工资集体协商要约 63 份，覆盖企业 645 家、职工 24256
人。四是规范劳动用工行为。联合有关单位深入 343 家用人单
位开展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检查，涉及职工 2.8 万人，补签劳动合
同 1100 多份，纠正违规用工行为 37 项；参与查处欠薪案件 10
起，帮助 164 人次追回欠薪 196 万元。
（连江县总工会）
荔城区总工会“四抓四促”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一是
抓宣传促参与。开展“要约行动月”活动，在企业和商贸业聚
集地设立流动宣传站点及宣传牌，发动工会干部进企业发放宣
传手册 3000 多份，扩大工资集体协商知晓率和参与率。二是抓
重点促扩面。根据企业经营情况，分别就最低工资标准、劳动
定额、福利待遇等确定协商重点，因企制宜，分类指导，促进
工资集体协商扩面提质。三是抓规范促履行。对协商代表产生、
协商要约、协商会议、审议通过、审查公布等各环节、各程序
进行严格把关，并充分发挥职工代表作用，监督协议履行情况。
四是抓典型促带动。培育福建来康佳食品发展公司、莆田恒发
制鞋公司等多个典型示范单位，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
工资集体协商深入开展。至 10 月底全区签订工资集体协议 1263
份，覆盖企业 3027 家、职工 12.3 万人。 （莆田荔城区总工会黄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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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支持】

龙文区政府与区总工会第 6 次联席会议议定：（1）从 2018
年开始执行区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会经费财政统一划拨，2018
年需补提工会经费 158.6323 万元，由区财政及时拨付。（2）从
2019 年起，职工集体福利支出工会经费不足部分由各单位从综
合定额公用经费中统筹安排。（3）自 2019 年起，开展评选表
彰龙文区劳动模范工作，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由龙文区劳动
模范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
（漳州龙文区总工会林志颖）
【简讯】

△省信息产业工会举办 2018 年福建省“亿鑫海杯”AR 职
业技能竞赛 来自福州大学和网龙公司等省内院校、企业的 28
支代表队参加比赛。
（省信息产业工会）
△光泽县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陈进财为县总工会主席 黄传星为常务副主席，元梓华为副主
席，崔志有、张宗平为兼职副主席。
（光泽县总工会吴梦雪）
△政和县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县委常委张华为县总
工会主席 张美清为常务副主席，郑金水为副主席，范善康、
暨旭梅为兼职副主席。
（政和县总工会）
△海沧区总工会六届十一次全委会议选举台湾职工杨育儒
为区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厦门海沧区总工会郑美英）
△中国石油福建公司工会在三明举办“中国石油·为爱加
油”公益徒步活动 通过协力完成 10 公里和半马赛程、募捐资
金等方式，为罹患重大疾病且经济困难职工募集“同心互助金”
逾 19 万元，中国石油福建工会系统共 16 个单位、239 人参与。
（省机械化工矿冶工会工委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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