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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批示】

黄琪玉对全省工会权益保障工作作出批示
1 月 31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黄琪玉在
《省总工会权益部 2018 年工作总结》上作出批示：
2018 年，我省工会权益保障工作紧紧围绕职工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力，认真做
好维权、帮扶、服务等工作，受到职工群众的欢迎，感谢同志
们的辛勤努力！劳动经济权益是职工合法权益的基础和核心。
希望你们新的一年进一步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维权服务各
项工作，让职工群众从一桩桩、一件件“小事”、实事中感受
到工会组织的热情与温暖，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省总工会权益部）
黄琪玉对省总工会信息工作作出批示
1 月 31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黄琪玉在
《2018 年省总工会信息工作总结》上作出批示：
2018 年，省总工会信息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工
会重点、亮点工作，紧扣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准确
地编报了大量有影响、有深度、有价值的信息，信息工作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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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省级工会中名列前茅，在省直单位中位居前列，应予充分肯
定和表扬。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再接再厉，进一步在挖掘信息
深度、增强信息时效、提升信息质量上下功夫，多报送有总结、
有分析、有建议的信息，特别是要多反映基层工会和职工群众
的所思所想所盼，为研究工作、部署工作提供依据，充分发挥
信息工作“千里眼”“顺风耳”“智囊团”的作用。
（省总工会办公室）
【重要活动】

省总工会颁发劳模“百人百像”为 2018 新评劳模献上新春
贺礼 春节前，省总工会举行劳模“百人百像”颁发仪式暨劳
模新春座谈会，借此向全省劳模表达敬意，并致新春祝福。当
天，2018 年新评省级劳动模范的部分劳模代表齐聚省总工会劳
模活动中心，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新春“厚礼”：一张大幅
肖像、一本精美的劳模“百人百像”画册和劳模个性化邮票。
现场，高兴的劳模们纷纷与自己的“光辉形象”合影，一展劳
模的精气神。2014 年以来，省总工会每年坚持打造年度百名劳
模系列宣传活动，以劳模影像为素材编辑画册、举办展览、赠
送肖像和个性化邮票，在电视媒体、公交站灯箱、公交车身、
公共 LED 屏等推送劳模形象的公益广告，通过讲述“忠诚”“奉
献”“执着”“守望”的劳模故事，传导、传承与传唱“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主旋律。
（省总工会劳动部）

我省 11 个托管班获评“全国工会爱心托管班” 近日，全
国总工会命名 141 个“全国工会爱心托管班”，并下拨专项补
助资金，支持、鼓励各地工会开展职工子女托管工作，不断拓
展工会服务职工的领域和范围，帮助职工解决后顾之忧。我省
工会推荐的泉州鲤城区实验小学“四点半”课堂、宁德福安市
富春社区工会爱心托管班等 11 个托管班全部入选，获得近 40
万元补助资金，入选托管班个数及所获补助金额均居全国首位。
（省总工会女职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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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温暖帮扶】

2019 年全省邮政员工网络春晚广受好评 春节前夕，省邮
政分公司、省邮政工会首次通过福建邮政微信公众号、第三方
网络平台直播的方式，举办了 2019 年全省邮政员工网络春晚。
晚会以“新担当、新作为、新征程”为主题，包括全省九地市
分公司选送的 11 个节目，涵盖民俗舞龙、吉它弹唱、二胡独奏、
舞蹈等多种形式，集中宣传了邮政企业文化，充分展示了全省
邮政员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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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福建邮政事业发展拼搏奉献、奋发进取、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经过员工微信投票，评选出 6 个
“我最喜爱的网络春晚节目”。整场晚会受到全省邮政员工的
广泛好评，视频总播放量春节期间达到 11.34 万人次。
（省邮政工会林婷）

连江县总工会“两节”期间多措并举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一
是完善应急处置制度。制定《连江县总工会职工队伍稳定工作
应急预案》，要求各乡镇、系统、开发区工会加强与同级信访、
劳动监察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开展联合走访排查，及时掌握上
报本辖区职工重大、突发、群体性事件信息。二是开展防欠薪
专项行动。联合县人社局等部门下发《连江县工会劳动法律监
督提示函》，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督查，实行欠薪周报告、
零报告制度，目前已帮助农民工追回欠薪 1000 多万元。三是加
强法律服务。依托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投入 2 万元购买司
法服务，聘请 3 名律师为职工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帮助协调劳
务纠纷。四是做好职工安全生产工作。采取乡镇摸底、县总工
会抽查的方式，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并把安全生产工
作与基层专干年终考核相结合，确保节日期间安生生产无隐患。
（连江县总工会）

丰泽区总工会推出三项“两节”送温暖活动 一是送文化
下企业活动。开展“温暖冬至”职工联谊交友、“大工建”联
盟启动仪式暨“庆元旦 迎新年”联欢晚会和“新征程 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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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泽区工会系统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匹克集团成立三十周
年文艺汇演等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二是“情暖职工”活
动。开展走访慰问困难职工、欢送外来工返乡、与留泉外来工
同吃年夜饭、组织外来工免费游泉州和“锦鲤找上你”职工会
员日网上网下福利大放送等活动，让职工温馨过节。三是“新
气象 新风尚”活动。组织近 300 名职工参加区委文明办、区总
工会等单位联办的“2019 海丝泉州·最美丰泽·东海徒步之旅”，
组织近 100 名职工参加“扮靓你的工作角 提振你的精气神”职
工插花技能培训暨“我的工作角”展示活动，联合区纪委等单
位举办“翰墨飘香·清廉家风”廉政春联进万家活动，营造欢
乐、文明、简朴的节日氛围。
（泉州市总工会、丰泽区总工会）
将乐县总工会扎实开展“两节”送温暖活动 一是走访慰
问送关怀。重点慰问困难职工、艰苦岗位一线职工、“非洲猪
瘟”防控人员等 127 人次，发放慰问金 11.8 万元。二是写赠春
联送祝福。组织县书法家协会会员深入企业和基层工会，为职
工群众义写春联 120 余副。三是新春招聘送岗位。联合县人社
局等单位举办 2019 年新春招聘会，56 家企业提供 1300 个岗位，
3300 多人应聘，877 人达成就业意向。四是宣传咨询送法律。
联合县司法局、信访办等单位开展“欠薪投诉举报、劳动法律
咨询”专项宣传活动，发放《福建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
等法治宣传资料 100 多份，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20 多人次。
（将乐县总工会李婧、张芳丹）

城厢区总工会三举措为职工“两节”生活添暖送福 一是
走访慰问。主动对接救助、扶贫、保障等政策，筹资 16.08 万元
慰问重点项目坚守岗位职工、环卫工人和交警等苦脏累险行业
一线职工。二是维权维稳。建立定期下访服务机制，机关工会
干部结对下访服务 15 家规模企业，及时掌握职工队伍稳定情况，
协调解决职工合理诉求；建立工会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深入
园区、企业开展法律公益服务行动 3 场，服务职工 6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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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平安返乡。启动“平安返乡行·温暖在路上”志愿服务活
动，在动车站、客车站等处为返乡农民工提供搬运行李、引导
购票等志愿服务，向农民工赠送春联、食品等“温暖福包”1800
份，发放平安出行、文明过节等宣传资料 2000 份。
（莆田城厢区总工会蔡剑兰、林璐）

顺昌县总工会“五送”活动情暖职工 一送文化。开展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积极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扶贫
政策、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等，传递党和政府对职工的关怀。
二送健康。组织劳模志愿者走进帮扶村开展健康行活动，为村
民义诊，提供医疗咨询服务，普及保健知识。三送春联。组织 7
名书法爱好者进园区、进乡村开展“新时代、新春联、福进万
家”写赠春联活动。四送法律。在“春风行动”招聘会上开展
法律宣传咨询活动，发放劳动法律法规资料 500 多份。五送慰
问。深入榕昌化工公司、富宝实业公司等 9 家企业走访慰问，
为 158 名环卫工人送去大米、食用油等慰问品，为建档困难职
工、劳模、“一对一”帮扶贫困户及艰苦行业一线职工、重点
项目工地坚守岗位职工等 143 人发放慰问金 34.65 万元。
（顺昌县总工会）

上杭县总工会开展“两节”送温暖新文明实践系列活动 一
是“进万家门”。充分发挥基层工会第一知情人、第一监督人、
第一报告人的作用，深入困难企业了解经营状况和工资支付情
况等，协调解决劳动纠纷，确保职工队伍安定稳定。二是“访
万家情”。全覆盖慰问全总档案、地方档案困难职工；发动连
心帮扶单位结对帮扶 54 户困难职工，发放帮扶资金 15.8 万元；
深入 15 家企业慰问苦脏累险行业一线职工、农民工等 810 人，
发放慰问品和帮扶资金 46.6 万元。三是“暖万人心”。走进园
区、社区、乡镇、农民工聚集区开展“送万福 暖万家”写春联
送祝福活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组织留守农民工开展趣味游
园、知识讲座等文体活动；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春风行动，为下
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
（上杭县总工会黄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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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城区总工会认真做好“两节”送温暖工作 一是开展送
法进企业活动。组织工会干部和职工志愿者成立法治宣传小分
队，深入上汽集团公司、宁德市新能源企业，开展法律宣传志
愿服务，发放法律法规手册 300 多份。二是开展治欠保支检查。
联合区人社局深入基层检查用人单位治理欠薪、保障工资支付
工作情况，调解 6 起劳资纠纷和欠薪行为，指导 12 名外来工及
时签订劳务用工合同，并现场提供法律宣传咨询服务。三是开
展慰问帮扶关爱行动。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259 人次，发放慰问
金 102.1 万元；深入上汽宁德基地项目、扫黑除恶专项组、创全
国文明城市项目组等，向 80 名一线工作人员发放慰问金 8 万元。
（宁德蕉城区总工会林龙）

南靖高新园工会积极助力农民工返乡返企 一是防欠清
欠。春节前联合园区劳动保障所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大清查，
帮助 2 家企业 7 名农民工追回欠薪 5 万余元，确保农民工按时
领到工资返乡过年。二是温馨留人。为 5 名因工伤残、重病职
工送上慰问金近万元，为 12 家春节不停产企业的 40 名留守农
民工送去节日慰问品，组织留守农民工同吃年夜饭，让他们温
馨过年。三是帮助就业。节前联合人社局联系 20 多家用工困难
企业，收集掌握岗位信息，发放春季用工招聘宣传单 300 多份，
并在兰陵商业广场设点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咨询服务；为返企农
民工介绍老乡务工开辟奖励优待通道，鼓励通过“以工带工，
传帮带”方式，帮助农民工顺利就业，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题。
（南靖高新园工会杨秋铭）
【简讯】

△省林业工会走访慰问林业系统困难职工
级向 95 名困难职工发放慰问金 9.9 万元。
《福建工会通讯》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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