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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批示】

中央领导和全总主要领导就福建省
坚持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作出批示
2018 年 12 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
会主席王东明对福建省总工会报送的《坚持政府与工会联席会
议制度 不断拓展工会宏观参与的渠道》作出批示：请玉赋同志
阅。福建省的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在习近平总书记（时
任福建省长）亲自关怀和大力推动下，在历届福建省委、省政
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形成了优良传统，做得很有特色，解决了
一大批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和工会工作面临的难
题。福建省总工会探索总结的经验，特别是“三个结合”的方
法，值得借鉴推广。望指导各地工会主动作为，积极推动，继
续实施好这项制度，使政府能够更多更及时听到职工的意见和
呼声，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党委
政府及时了解和解决工会面临的困难，为工会开展工作创造良
好条件。
2018 年 12 月 30 日，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
处第一书记李玉赋作出批示：按照东明同志要求，全总要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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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推广福建省多年来坚持省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的成
功经验。习总书记创了新局，此后一直认真落实，解决了许多
实际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
（省总工会办公室）
【重要活动】

省总工会召开 2018 年度党组民主生活会 1 月 25 日，省总
工会召开 2018 年度党组民主生活会。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
席丁文清主持会议，并代表领导班子进行对照检查。每位党组
成员逐一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省纪委、
省委组织部、省直机关工委分别派员到会指导。省委组织部高
级人才教育基地主任陈球炎对省总工会民主生活会给予充分肯
定。一是党组高度重视，准备充分，党组书记切实履行第一责
任人职责，亲自部署推动，班子成员从严从实做好准备工作。
二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认真，班子成员联系自己思想和
岗位工作，积极认真健康地开展思想斗争，没有绕弯子、兜圈
子，指出的问题很深刻、有辣味。三是提出整改方向和措施都
很明确、有针对性，将有利于提升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希
望针对这次民主生活会征求到的意见、查找出来的问题，认真
进行梳理，建立问题档案，列出整改清单，切实把存在的问题
一个一个解决到位。
丁文清代表省总工会党组表态指出，一是强化自身建设。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全
会和省“两会”精神，切实发挥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的领导核心作用。按照“八个坚定不移”的要求，认真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力营造省总工会机关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环境。二是抓好整改落实。针对查找出来的问题，坚持问
题导向，逐个进行研究，明确整改重点，形成整改清单，并在
一定范围公开。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方案和提出
整改措施，一项一项整改、一条一条兑现，确保每个问题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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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解决。三是全力推动工作。坚持把整改落实和推进工作结合
起来，以整改转作风、提士气、促发展。科学谋划 2019 年的工
会党建工作和各项业务工作，以党的建设新成效推动各项工作
不断创新发展，在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中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会议还通报了省总工会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
情况、本次会议会前准备情况和征求意见情况。省总工会其他
厅级领导和部分部室负责人列席会议。
（省总工会机关党委）
省总工会 1 月 23 日召开老干部新春茶话会暨工会工作通报
会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丁文清向老同志致以新春祝福
和节日问候，并通报了 2018 年全省工会工作情况。他说，2018
年在省委和全总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工会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
绕推进闽东北闽西南两大协同发展区建设、坚持高质量发展落
实赶超的决策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着力
强化政治建设，着力服务职工群众，着力推进改革创新，深化
“大学习、大调研、大落实、大服务”活动，各项工作取得新
成效，受到了省委和全总的充分肯定。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老
同志打下的坚实基础密不可分。他指出，当前福建正处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坚持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的关键期，真诚希望
各位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
往地关心支持工会工作，为我省工运事业发展、为新福建建设
发挥余热、再立新功。他强调，离退休老同志是工会的宝贵财
富，各级工会要始终保持敬重之心、倾注关爱之情、多做务实
之事。会上还听取了老干部对省总工会工作的意见建议。
省总工会副主席郑小蕊主持会议，省总工会在家领导、各
部室和驻会产业工会负责人以及老干部共 100 余人参加会议。
（省总工会组织部）

丁文清到省肿瘤医院授牌慰问 1 月 24 日上午，省总工会
党组书记、副主席丁文清一行到省肿瘤医院，为该院乳腺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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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省五一先锋号”奖牌，并向坚守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致
以节日问候和新年祝福。丁文清详细了解了一线医护人员的工
作与生活情况，他说，一线医务人员坚守信念、恪尽职守，将
自己的热情和心血倾注在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的医疗卫生工作
中，以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崇高精神。他鼓励一线医护人员继续立足岗位，充分
发挥先锋榜样作用，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工作中取得新业
绩，建功新时代。丁文清还慰问了唐子平、贺秋林两位家庭困
难的清洁工，向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新春的祝福。
（省总工会权益部、劳动部，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

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台湾中华两岸劳动关系发展协会理事
长姚江临，中国国民党中常委游家富一行 2 月 21—24 日来访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丁文清会见了参访团一行，就本届
平潭两岸职工自行车赛、职工互访交流等闽台工会合作事宜进
行商谈。姚江临表示，“九合一”选举台湾“绿地”变“蓝天”，
韩国瑜公开承认“九二共识”。参访团还赴平潭拜访了平潭综
合实验区管委会。
（省职工交流中心）
【送温暖帮扶】

福州市总工会“两节”期间开展“致敬劳动者 建设幸福城”
送温暖活动 一是新春游园活动。邀请快递员、出租车司机、
环卫工人、定西籍职工及建档困难职工、劳模代表等约 1000 人
参加写赠春联、送礼包、游戏互动等游园活动。二是“年夜饭”
活动。在长乐区滨海新城邀请 500 名建设者参加“向春节坚守
岗位建设者致敬”年夜饭活动，组织机关志愿者服务队为春节
期间不停工不停产企业职工送上年夜饭 1206 桌，并在红庙岭垃
圾综合处理场组织在岗职工及在建工程项目坚守岗位职工代表
约 130 人共进年夜饭。三是“新福州人看福州”活动。邀请 100
户建筑业、制造业职工家庭和留榕过年定西籍职工家庭、台湾
职工家庭参观三坊七巷、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四是走访慰问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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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为 743 名困难职工发放慰问金 179.1 万元，并为留榕过年定
西籍职工发放慰问金和保暖衣，给予节后回榕返岗交通费补贴。
（福州市总工会）

泉州市总工会深入开展“两节”送温暖活动 一是深入基
层走访慰问。由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市总工会领导及机关干
部组成慰问组分批次下基层走访困难企业、困难劳模、困难职
工、单亲女职工、艰苦岗位一线职工等，累计慰问民生工程节
假日坚守岗位单位（班组）10 个、一线职工 65 人、全总及地方
档案困难职工 691 人，发放慰问金逾 200 万元。二是开展送文
化下企业活动。依托工人文化宫（俱乐部）、职工文化团队向
职工送文艺演出、送电影、送书籍、送春联、送文体器材等；
推出“职工网络春晚”“四海一家”等职工文化艺术品牌活动
及灯谜、游园等文体活动。三是开展关爱农民工行动。开通泉
州—汉口—重庆三趟农民工返乡动车专列，将欢送逾 3000 名农
民工返乡过年，并会同交通运输部门、新闻媒体、热心单位举
办欢送仪式；协调辖区工会、旅游部门等，组织留泉过年农民
工开展免费看电影、游泉州、同吃年夜饭等活动。 （泉州市总工会）
莆田市总工会用心做好“两节”送温暖工作 一是暖心慰
问。市、县（区）两级工会安排资金 266 万元，慰问困难职工、
环卫工人、公交司机和重点项目一线职工等 1962 人。二是舒心
维权。以宣传贯彻《福建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为重点，
深入车站、园区、企业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
工法治宣传 8 场，发放宣传材料 1835 份，现场提供公益法律服
务 25 人次；确保“12351”热线及工会法律顾问 24 小时在线，
联合有关部门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已帮助 511 名农民
工领到工资 236.76 万元。三是开心返乡。开展“平安返乡行·温
暖在路上”服务活动，组织工会志愿者为农民工提供票务咨询、
购票引导、行李寄存搬运等服务，并送上春联、方便面、热水
和维权服务手册等。四是放心留莆。协调湄洲岛等景区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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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节日期间参观提供便利，协调有关部门免费开放文体活动室、
职工书屋等，开展送文化进企业、上门写赠春联、集体年夜饭
等活动，丰富留莆外来工节日文化生活。
（莆田市总工会许一凡、李涛）

南平市总工会扎实开展“两节”送温暖活动 一是加大帮
扶力度。筹资 230 万元全覆盖慰问困难职工，走访慰问重点工
程建设者、一线职工及单亲困难女职工、“金秋助学”受助学
生等 200 余人。二是畅通维权渠道。全市“12351”维权热线电
话实行 24 小时值班，并通过延长工作时间、节假日值班、开通
网上热线等方式，及时为职工提供法律服务。三是积极关爱农
民工。协调交通运管部门和客运企业组织农民工平安返乡，开
展志愿服务；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
积极调处欠薪案件；深入企业和园区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
梦”服务农民工法治宣传和公益法律服务活动，推动贯彻落实
《福建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四是丰富文化生活。发挥
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等阵地作用，开展趣味游园、知识
讲座、书画摄影展、联谊交友、同吃年夜饭等活动。
（南平市总工会）

龙岩市总工会“两节”期间推出四项送温暖活动 一是开
展“进万家门 访万家情 暖万家心”走访慰问。筹资 450 多万
元，由市总工会领导带队走访慰问 594 户在档困难职工家庭和
困难企业、困难劳模、苦脏累险岗位一线职工等。二是开展“三
进三送”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举办 8 场“进园区、进企业、
进社区，送祝福、送文化、送健康”志愿服务，为职工群众写
赠春联、开展义诊、提供法律服务等，组织游园、猜灯谜等活
动。三是开展农民工返乡系列服务。发动各级工会为农民工提
供包车、代购车票等服务，并在火车站、汽车站等处设立志愿
服务点，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法治宣传和法律公益服
务行动，提供饮水、休息等暖心服务。四是开展防欠薪专项督
查。联合相关部门深入建筑、餐饮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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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区域开展防欠薪专项督查，确保节前化解拖欠职工工资问题。
（龙岩市总工会邬玉辉、李荣发）

宁德市总工会“三心”服务提升“两节”送温暖实效 一
是走访慰问更暖心。筹资 310 多万元全覆盖慰问 1038 户建档困
难职工家庭，对 170 多名困难劳模、先进工作者和节日期间坚
守岗位一线职工到岗到户、逐一慰问；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重点项目、工程“大干一百天，企业不停工，项目不停产”，
走访慰问 10 家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施工班组，传递工会组织“娘
家人”的温暖。二是关爱农民工更贴心。在闽东日报、宁德网、
宁德电视台公开发布《宁德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督
促企业及时足额发放工资；引导企业、园区提供包车、代购车
票服务，配合铁路部门、汽车站服务农民工平安返乡。三是法
律服务更用心。组织人员进园区、进企业开展“尊法守法·携
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并在“两节”期间实
行节假日值班，24 小时提供电话咨询和网上热线服务，及时为
职工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
（宁德市总工会章琦、汤小雅）
平潭综合实验区总工会广泛开展“两节”送温暖活动 一
是深入基层走访慰问。由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区总工会干部
等组成慰问小组，深入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家中送上慰问金和
节日问候。二是丰富职工文娱生活。举办“情系岚城，致敬城
市黄玫瑰”慰问环卫工人公益活动，组织留岚过年台湾职工开
展新春活动，并发动基层工会举办“洋溢青春梦、绽放我光彩”
迎新年联欢会、“激情飞扬、快乐运动”教职工趣味运动会等
活动。三是帮助农民工返乡。协调客运企业、爱心企业，为农
民工返乡过年提供帮助，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工会、园区、
企业等为节后返岚农民工报销部分路费，并适时开展就业援助。
四是关注企业安全生产。加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力度，推动企
业改善生产条件和作业环境，提高职工安全生产意识，营造健
康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
（平潭综合实验区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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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省总工会经审会在全总经审会组织的 2018 年度省级工会
经费审查工作规范化建设考核中荣获特等奖 省总工会经审会
对 福州 大学 工 会 2017 年 度经 审收 支 情况 审计 的 项目 被 评为
“2018 年度全国工会优秀审计项目”。
（省总工会经审办）
△将乐县委常委会会议听取县总工会工作汇报 会议要
求，全县工会组织要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牢固树立以职
工为本的理念，切实增强基层工会的活力，认真落实群团组织
改革要求，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将乐县总工会张芳丹）
△连江县政府与县总工会召开第 16 次联席会议 会议议
定，县财政每年按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全年工资总额足额拨
缴工会经费。
（连江县总工会）
△泉港区政府与区总工会召开第 7 次联席会议 会议议定，
支持一线职工参与“求学圆梦”学历提升行动，支持泉港区工
人文化宫建设，切实保障职工基本福利待遇。
（泉州泉港区总工会林黎阳）

△大田县政府与县总工会召开第 11 次联席会议 会议议定，
县政府将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纳入全县脱贫攻坚工作，
并以县政府文件下发实施；2019 年县财政继续拨付 10 万元作为
“金秋助学”专项资金。
（大田县总工会蒋鹏、曾玉珠）
△闽侯县工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县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陈祥波为县总工会主席 林玲为常务副主席，陈良锋、程敏
南、王元春（挂）、杨超群（兼）、郑登宇（兼）为副主席。
（闽侯县总工会）

△沙县工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选举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黄斌江为县总工会主席 林振金为常务副主席，张盛清、林碧
玉、陈金雨（挂）、刘文胜（兼）、罗秀贞（兼）为副主席。
（沙县总工会杨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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