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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黄琪玉走访调研省直机关工会、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3 月 6 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黄琪玉
到省直机关工会、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调研工会工作。省总工会
党组书记、副主席丁文清，省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董建洲，
省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刘用通，省总工会副主席张彩珍，省直机
关工委委员、省直机关工会主席方月兴，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党
组书记、董事长廖世铢等参加调研。
在省直机关工会，黄琪玉察看了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和医疗
互助中心，并与干部职工座谈交流。他充分肯定 2018 年省直机
关工会工作政治意识很强、建功立业活动有力、维权服务有效、
活动载体丰富、精神状态良好，希望省直机关工会抓住主责主
业，突出特色特点，在工会各项工作中走前头、作表率，为全
省工会工作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黄琪玉对做
好 2019 年机关工会工作提出三点意见：一要讲政治。要把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重
中之重来抓，把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作为工会工作
的根本标尺和长期任务来抓，牢牢把握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切实履行好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二要增活力。
1

要根据机关的特点开展工会工作，发挥机关工会的优势，持续
深化“提振精气神、机关勇担当”建功立业活动，把工会工作
与其他相关工作有机结合，引导广大职工立足本职岗位，勇于
担当作为，在激发机关活力上展现新作为。三要强服务。要坚
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从大处着眼、小事做起，加强人
文关怀，扎扎实实为职工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扎
实实施好“职工温暖工程”，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会服务体系，
更多地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工会工作，扩大工会普惠性服务。
黄琪玉还走访调研了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强调要在新形势
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引导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共同推进新福建建设。
（省总工会办公室）
省总工会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主题活动 3 月
5 日，省总工会举行“弘扬中华美德·建功新时代”——福建省
工会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主题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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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总工会副主席张彩珍出席活动，并会见我省今年获评全
国五一巾帼标兵岗（标兵）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
活动现场播放了全省职工文明家庭建设情况短视频，总结
主要成效，充分展示新时代女职工在社会生活和家庭文明建设
中的巾帼风采。活动邀请 4 个全国和省级“最美家庭”代表进
行现场访谈，讲述了平凡家庭中培育子女品德、传承良好家风、
倡导健康生活、建设幸福家庭的感人故事，弘扬了中华民族注
重家庭、家教、家风的传统美德，展现了向上向善的亲情力量，
唱响了以文明和谐家庭助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主
旋律。在访谈现场还穿插由女职工自导自演的舞蹈、亲子合唱、
工装秀、家训朗读等文艺节目。
省总工会自 2014 年以来在全省职工中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
动，组织 14.82 万名女职工参与 1769 场家风大讲坛、380 场“写
家书传亲情”活动，先后推选出 54 个“职工最美家庭”、3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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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和省级“五好家庭”“最美家庭”。

（省总工会女职工部）

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六届六次（扩大）会议 3 月 5 日在
福州召开 会议总结了 2018 年全省工会女职工工作，研究部署
2019 年工作，审议通过省总工会第六届女职工委员会工作报告，
表彰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标兵）。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
席丁文清，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主任郭立新出席会议并为获
奖代表颁奖，3 名获奖单位和个人代表作典型发言。
丁文清对做好 2019 年工会女职工工作提出三点希望：一要
突出引导引领，始终把政治性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切实引导
广大女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自觉把个人理
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二要
主动融入融合，融入全省中心工作、融入工会全局工作重点工
作，组织女职工积极参与劳动和技能竞赛、维权服务、“名师
带高徒”、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等工会品牌活动。三要做
强主责主业，聚焦中心、聚焦特色、发挥优势，做好课后服务、
“妈妈小屋”的提质扩面，把品牌工作做深做透做强做大，做
出特色。
省总工会第六届女职工委员会委员、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
实验区总工会女职工部负责人、部分省级产业（系统）工会女
职工委员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省总工会女职工部）
全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工会工作会议 3 月 6 日在福州召开
会议总结了 2018 年全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工会工作，通报了 2018
年本系统直属单位（学校）审计情况，对新出台的《福建省基
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文件进行解答，并布置 2019 年
工作。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主任郭立新在会上提出，教科文
卫体系统各级工会一要强化政治引领，自觉履行好政治责任，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群众吸收到工
会组织中，巩固扩大工会组织的阶级基础，实现组织、服务“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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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二要做好基础工作，要规范教（职）代会、工代会制
度，多措并举推进职工集体协商与民主管理工作。三要抓好品
牌建设，深化“会站家”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各行业示范性
劳模工作室创建，扩大劳模品牌效应，激发职工创新活力，更
好地服务大局、服务中心工作。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
我省一批女职工集体和个人获全国总工会表彰 近日，全
国先进女职工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我省龙岩市上
杭县公安局古田派出所女警巡逻服务队获“全国五一巾帼奖状”
称号并进京领奖，全国仅 10 个集体获此荣誉。此外，福建省南
平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等 9 个集体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称
号，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涂装课研磨贴纸 1 线 B 班
组长岳凤平等 10 人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称号。
（省总工会女职工部）
【纪念“三八”节】

泉州市总工会庆祝“三八”妇女节活动丰富多彩 一是举
办泉州市直机关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工间操及花式跳
长绳比赛，并组织 40 支代表队举办赛前骨干培训班。二是发动
各级工会女职工干部深入基层分送《女职工权益维护法律知识
微手册》等宣传资料，开展性别平等及女职工权益保护知识竞
答，普及保护女职工权益法律法规。三是开展“书香三八”活
动，举办“文化大讲堂”——关爱女职工系列公益分享课堂，
宣传展示家庭文明建设典型。四是安排资金 10 万元，走访慰问
一线困难女职工 100 人。五是做好 2019 年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
（标兵）推选工作，宣传先进女职工集体和个人优秀事迹。
（泉州市总工会）

海沧区总工会五举措做好女职工工作 一是关爱健康。联
合区妇幼保健院深入企业开展“两癌”筛查，为建档单亲困难
女职工免费体检。二是提升素质。举办女职工周末学校教学示
范培训活动，邀请专家开展《孕期保健·科学生育二孩》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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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三八”节前举办女职工保健和相关技能培训 10 场次。三
是保护权益。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科普女职工权益保
护知识，在中小非公有制企业推动签订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 71
份。四是帮助就业。联合区妇联、人社局举办 2019 年“春风送
岗”妇女专场招聘活动，组织 37 家企业提供 1000 余个适合女
性的工作岗位。五是关心子女。鼓励基层工会开办职工亲子园
暑托班，补助每个班 1 万元，帮助女职工解决子女看护难题。
（厦门海沧区总工会胡薇）

龙海市总工会“四送”服务女职工 一送健康。邀请医院
专家进企业为 200 多名女职工讲授健康知识，筹资 1.1 万元为
22 名困难女农民工健康体检。二送法律。深入正新轮胎等企业
举办安全生产和女职工权益保护法律讲座，1000 多名女职工参
加；联合妇联等部门上街开展法律宣传，发放法律法规宣传资
料和 100 多份小礼品。三送温暖。筹资 1.1 万元看望慰问 47 名
一线城管女职工，并加大困难女职工大病救助和生活困难帮扶
力度。四送保障。全市共签订区域性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 88 份，
单独签订 303 份，涵盖企业 900 多家。（龙海市总工会周毅城、陈小雅）
城厢区总工会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建新功”女职工系
列活动 一是组织女职工劳模深入基层开展“弘扬劳模精神·展
现巾帼风采”主题宣讲活动，激励女职工建功新时代。二是开
展“三八”维权周活动，发放法律宣传材料 1000 余份，提供咨
询服务 100 余人次。三是举办“培育好家风——女职工在行动”
活动，组织 80 多名基层女职工聆听“家风家德我传承”公益讲
座。四是开展“建美丽莆田·筑宜居城厢”“徒步健行·保护
环境”等女职工志愿服务活动，捡拾沿途垃圾，倡导保护环境，
发放宣传材料 300 多份。五是组织 66 名先进女职工、一线女职
工等参加素质拓展活动，进一步激发女职工活力。
（莆田城厢区总工会吴佩仙、周秀英）

建瓯市总工会四项活动纪念“三八”妇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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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开展“普

法维权在身边”法律维权志愿者活动，宣传普及女职工权益保
护法律法规，发放《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宣传材料 1000
余份。二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动女职工积极参与闽北工会人“女
职工维权有奖问答，话费等你拿！”竞答活动，提升女职工学
法、知法、守法、用法的知识和能力。三是联合市妇联、文体
新局举办全市第九届女子气排球比赛，共组织乡镇（街道）、
市直单位等 27 支队伍 250 余名女职工参赛。四是组织女职工参
加“倾情礼赞新中国·巾帼奋进新时代”快闪活动，以歌舞表
演的形式庆祝“三八”妇女节，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建瓯市总工会陈哲）

福鼎市总工会开展系列活动庆祝“三八”妇女节 一是走
访慰问暖人心。向 180 名女环卫工人致以节日问候，送上慰问
品和 2 万元慰问金。二是户外活动展风采。组织 30 支队伍 300
余人参加女职工团体健步走活动，展示巾帼风采。三是劳动竞
赛激活力。组织 300 名女职工开展化油器和茶叶产业劳动技能
竞赛，激励女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四是学习培训强素质。
组织 100 多名女工委员及女职工代表参加“巾帼建功，助力乡
村振兴”学习教育活动，组织 200 多名女职工参加心理健康知
识、形象设计等专题讲座，提升女职工综合素质。
（福鼎市总工会陈体文）
【简讯】

△省总工会机关、省职工服务中心、《生活·创造》杂志
社 3 月 5 日组织志愿者与共建单位琴湖社区联合开展“浓情拗
九 孝感福粥”敬老活动 为社区老人送上拗九粥，表演精彩节
目，并现场提供便民服务、健康咨询、口腔义诊等志愿服务。
（省总工会机关党委）

△省总工会机关工会女职委 3 月 8 日组织机关女职工参加
蛋糕 DIY 活动。
（省总工会女职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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