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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省总工会到漳州开展“两节”送温暖活动
1 月 3 日，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丁文清到漳州市市直
企业、平和县开展“两节”送温暖慰问并调研工会工作。丁文
清一行深入企业、困难职工家庭，详细了解企业生产情况和困
难职工的工作生活情况，特别是困难职工家庭的致困原因，为
他们送上慰问金。丁文清强调，全省各级工会要把“两节”送
温暖活动作为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使广大困难职工真真切切
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关爱，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
温暖，过上一个欢乐祥和、安定温暖的佳节。要注重基层一线，
进车间，到班组，下科室，走站点，与职工面对面、心贴心、
实打实，把温暖送到职工的心坎上；要注重特殊群体，关心环
卫工人、煤矿工人、快递小哥、货车司机，为他们办实事、解
难事，做到服务职工零距离、慰问困难职工不遗漏；要注重特
殊行业，深入民营企业、台资企业、小微企业，了解职工的生
产生活状况，倾听他们的呼声，回应他们的关切，多做答疑解
惑、化解矛盾、推动和谐的工作。
（省总工会组织部）
全省环卫（清洁）职工年夜饭慰问活动在福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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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由省总工会、福州市总工会指导，省财贸轻纺烟草医药
工会工委、省清洗保洁行业工会联合会等联合主办的“凝心聚
合力 扬帆再起航”——全省环卫（清洁）职工年夜饭慰问活动
在福州梅园国际大酒店举行。来自全省清洗保洁行业近 500 名
劳模、先进工作者和一线职工代表欢聚一堂，同吃年夜饭，共
同欣赏自编自导的节目，访谈了参与“爱暖清洁人”洁哥洁嫂
微心愿圆梦行动的职工和企业家代表，表彰了爱岗敬业、最美
心灵、双爱双评等三个项目获奖职工。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
主席丁文清等领导与职工们一起参加了活动。丁文清在致辞中
表示，省总工会将一如既往重视环卫职工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
常态化地开展维权、帮扶和关爱活动，并感谢全省环卫、清洁
职工的辛勤付出，向他们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
（省财贸轻纺烟草医药工会工委、福州市城建工会）

省总工会赴台湾和马澎金工会交流 日前，省总工会副主
席张彩珍率福建工会交流团一行 12 人参访了台湾和马澎金工
会。参访期间，分别与台湾总工会、马祖总工会、澎湖县总工
会、嘉义市果菜包装运送业职业工会、屏东县不动产服务业职
业工会、马祖酒厂和金门酒厂工会等交流，并进行实地考察，
了解工会组织运作和工会工作情况，详细介绍了祖国改革开放
40 年伟大成就、新福建美丽家园、中央对台“31 条措施”、福
建“对台 66 条”和省总工会促进闽台职工交流合作 16 条措施，
让台湾工会干部、职工更加了解台湾同胞在大陆创业、就业、
生活可享受的优惠政策。闽台工会干部还就工会组建、会员入
会、经费管理、职工教育培训、权益保障等进行互动交流，进
一步增进了感情，促进了民间交流，推动了融合发展。
（省职工交流中心）

张彩珍走访调研民营企业工会工作 张彩珍一行深入福州
高新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和智恒电子新科技有限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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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企业经营情况和工会组织建设、民主管理、厂务公开及服务
职工等工作情况，参观职工之家建设，对两家民营企业党政高
度重视工会、对工会工作舍得投入、关心关爱职工的做法予以
肯定，同时也肯定了两家企业工会工作有特色有亮点，如博思
公司推行“网上职工之家”建设、智恒公司组织职工服务企业
发展有举措有成效。她要求进一步总结推广民营企业工会工作
典型经验和做法，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推动解决民营企业工
会存在的问题，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更好服务民营经济发展。
（省总工会基层部）
【维权行动】

三明市总工会着力化解职工信访纠纷 一是律师接待。建
立职工维权律师团，职工服务中心窗口每天安排律师坐班，接
待来访职工，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及时协调、处理、答
复、反馈职工信访问题。二是领导接访。建立工会领导干部接
访制度，每月 5 日、20 日轮流安排领导接访，并结合“下基层、
访职工、办实事”活动，深入挂点县（市、区）和基层工会下
访，协调处理职工反映的问题。三是部门联调。加强与市人社
局劳动监察大队、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等
部门协调联动，整合资源和力量，共同调处疑难来访纠纷。2018
年共接待处理职工来信来访来电 556 件，涉及职工 813 人次。
（三明市总工会黄强、范良勇）

宁德市推进工伤认定实施法律援助 近日，宁德市总工会、
人社局、司法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伤认定实施法律
援助有关工作的通知》，推动解决部分企业特别是建筑业施工
企业务工人员因劳动关系不明确或缺乏相关证据材料，造成申
请工伤认定困难问题，有效维护工伤职工合法权益。各相关部
门进一步加强横向联系，建立法律援助联系人制度，定期或不
定期就工伤认定实施法律援助工作召开座谈会，研究解决存在
3

问题，优化工作程序，简化办事流程。同时完善分工合作，工
会充分发挥劳动法律监督职能，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
拒不改正的，向同级人社部门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
并移交相关材料，由人社部门依法调查处理；劳动争议仲裁、
工伤认定机构发现用人单位存在违法用工行为的，加强系统内
部信息沟通，将有关情况移送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依法处理。
（宁德市总工会）
【送温暖帮扶】

漳州市启动第七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 一是明确对象。从
今年 3 月至 12 月底，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未达到
退休年龄且身体健康的职工均可自愿参加，原则上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参加人数不少于 85%，企业不少于 70%。二是细化标
准。每位参加活动的职工需缴纳互助金 60 元；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医保的职工，在基本医保定点
医院住院，一个互助期内累计个人自付费用扣除 300 元补助起
点后按 50%给予补助，最高补助 5 万元；未参加上述医保的职
工，在市辖区内就医的住院总费用扣除 300 元补助起点后按 10%
给予补助，在市辖区外且是一甲以上医院就医的按住院总费用
8%给予补助且不超过 1.5 万元。三是配套“大病补助”。符合
“大病补助”规定的职工可同时享受省、市总工会“大病补助”
待遇，市总工会扣除省总工会补助金额后，个人支付部分再给
予 20%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 10 万元。
（漳州市总工会）
湖里区总工会三大暖心举措关爱环卫工人 一是节日关
怀。每年“两节”期间慰问环卫工人 300—500 人，送去食用油、
大米等慰用品，每年发放慰问金近 5 万元。二是日常关心。拨
出专款建设 13 个“工会爱心驿站”，为环卫工人等户外作业人
员提供休息、饮水等服务；把环卫工人作为“夏送清凉”慰问
重点，为他们配送凉茶、正气水等防暑物品；“金秋助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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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近三年为困难环卫工人子女发放奖学金 20 万余元。三是健康
关爱。为环卫工人购买每人 60 元医疗互助保障，大病最高可补
助 3 万元；组织 500 多名一线环卫女职工参加免费两癌筛查。
（厦门湖里区总工会）

梅列区总工会提升困难职工帮扶实效 一是强化组织领
导。及时调整补充区总工会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帮扶制度，提高帮扶标准，严格
专款专用。二是强化精准识别。切实做到“六知、五清、四定、
两控”，即知晓联系电话、生活状况、困难原因、患病情况、
子女情况、家人低保情况，清楚困难职工人数、致困原因、困
难程度、家庭成员情况、家庭成员就业情况，实行定措施、定
人、定时、定期走访和动态管控、过程监控。三是强化综合帮
扶。找准帮扶角度，持续开展“四季四送”、医疗互助、帮扶
结对、法律维权等品牌服务工作。2018 年提供就业岗位 421 个，
为 86 人次在档困难职工发放慰问金 21.91 万元，为 405 人次职
工发放医疗互助补助金 39.26 万元。
（三明梅列区总工会廖羚媛）
荔城区总工会 2018 年服务职工有成效 一是做好“四季四
送”品牌工作。“春送岗位”提供 3000 多个就业岗位，“夏送
清凉”慰问高温作业人员 1668 人、19.7 万元，“金秋助学”资
助 8 名困难农民工子女 3.6 万元，“冬送温暖”慰问一线工人
210 人、10.5 万元。二是推进职工医疗互助工作。提高补助标准，
已参加区医保、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的职工补助标准由 10%
提高至 11%，未参保职工补助标准由 5%提高至 6%。第八期职
工医疗互助已有 121 家单位 1.19 万人参加，收缴互助金 59 万元，
累计补助 252 人次、49.48 万元。三是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先后
开展职工书画展及拔河、乒乓球、羽毛球、气排球等文体活动。
四是构建“互联网+工会”服务体系。利用工会微信公众号和微
网格，实现区、镇街、园区、企业工会互联互通，并积极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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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入会、线上维权帮扶等服务。

（莆田荔城区总工会林郭兴）

【简讯】

△龙岩市总工会、市教育局联办“不忘初心，献礼祖国”
市属学校音乐教师岗位技能表演赛 14 所市属学校教师参赛，
近 1000 名干部职工观看了表演。
（龙岩市总工会徐初栋）
△晋安区政府与区总工会召开第 15 次联席会议 会议议
定，将象园街道办公楼调整一层（约 1000 平方米）作为区总工
会办公场所及区职工服务中心、职工活动中心、法律援助中心、
职工培训中心等场所。
（福州晋安区总工会）
△柘荣县政府与县总工会召开第 18 次联席会议 会议议
定，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在人员、经费等方面支持工会换届工作；
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建会力度，关爱农民工群体；贯彻落实《福
建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柘荣县总工会金厚文）

△福安市政府与市总工会等群团组织召开第 3 次联席会议
会议议定，由市总工会负责修改完善《福安市城镇困难职工解
困脱困工作的实施意见》，以市政府办名义印发实施。
（福安市总工会林万峰）

△丰泽区总工会启动“大工建”联盟 以泉州悦华酒店、
福建第一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工会为龙头，辐射周边
企业，对区域工会建设进行深耕细作，打造集项目共建、资源
共享、服务支撑为一体的服务平台，实现“区域联席、板块联
动、服务联盟”，为企业和职工提供精准服务。（泉州丰泽区总工会）
△第三届泉台两岸雕艺行业职工技能竞赛在泉州台商投资
区举办 两岸雕艺能手 100 多人参赛。
（泉州台商投资区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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