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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青年微课堂之春日芳华”活动在福州举办
4 月 9 日下午，省总工会干校、《生活·创造》杂志社在福
大怡山文创园共同举办“青年微课堂之春日芳华”活动。在热
闹的暖场游戏中，活动拉开序幕。随后，《生活·创造》杂志
社记者俞怡琦与全媒体中心编辑赵芳、郑紫薇作《宣传是一种
力量》主题展示，讲述采访殡仪馆化妆师、小站铁路职工等一
线劳动者的亲身经历，分享宣传工作带来的感动和感悟。干校
青年教师连益静、林丽玲、吴振华讲述承载工会人美好回忆的
《红砖楼记忆》，以温馨暖心的小记忆、小故事，感悟真善美，
激发正能量。在“老师 PK”环节，省总工会宣教部副部长黄永
乐、职工教育新闻中心主任薛晓秋分享了老一辈工会人的青葱
岁月，两单位青年在老师带领下进行“你划我猜”竞赛，活跃
了现场气氛。
活动中，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丁文清上台与青年互
动，一起忆红楼、说宣传、话青年。丁文清分享了自己毕业后
在红砖楼工作多年的记忆以及老一辈工会人的谆谆教诲。他说，
忆红楼，十年间，学会了妥协，学会了露拙，学会了放下，懂
得了面对，懂得了从容，懂得了坚守。青年干部在做工作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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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要放下身段，设身处地为工作对象着想。谈到宣传工作，
丁文清希望青年干部学会分享、包容，处理好同情和同理、对
等和平等、尊严和尊重三对关系，工会人要有情怀、情趣，要
有公平感、正义感，这样才能真正把宣教工作做到职工群众的
心坎上，完成职业所托、职工所望、社会所需。省总工会领导
张彩珍、刘启焱、郑翔、王华、刘冰新，相关部室负责人以及
青年读书社代表参加活动。
（省总工会干校、《生活·创造》杂志社）
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开展专题研讨活动 4 月 8—9 日，
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在福州开展“《工会法》实施情况与
修改建议”专题研讨活动，省法学会和省人社厅有关部门领导，
省劳动法学会专家学者和基层工会干部共 23 人参加。与会代表
围绕《工会法》和《福建省实施〈工会法〉办法》在贯彻实施
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修
改意见。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会长、省总工会副主席张彩
珍到会并讲话，要求深入总结《工会法》在我省的生动实践，
紧紧围绕经济关系、劳动关系发展变化，对《工会法》修改建
言献策，在《工会法》修改完善中贡献福建智慧。
（省总工会权益部）
【服务发展】

福州市总工会积极探索深化榕台职工交流合作的新模式新
途径 一是健全完善福州与新竹两地工会界常态长效交流机
制，拓展交流合作领域和渠道。二是打造“传承工匠心，共叙
两岸情”活动品牌，承办 2019 年“海峡青年节”两岸大学生领
袖营分组营队活动。三是推荐在榕台湾职工参评福州市第 36 届
劳模并组织参加劳模疗休养、读书班等活动。四是推荐台湾职
工（学生）参加第二届师徒大会，邀请台湾工会和在榕台湾职
工代表参加庆“五一”系列活动。五是在唯美客文创聚落、福
州春伦茉莉花茶文创园等 6 个地点成立“榕台职工文化交流基
地”。六是在市职工创业创新广场二期项目中筹建“海峡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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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创业创新基地”，并开展两岸职工创业创新大赛。七是今
年增补一名台湾职工为市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并继续
推荐在榕台湾职工担任基层工会挂（兼）职副主席或工会委员。
（福州市总工会）

厦门市万名职工快闪系列活动展现产业工人精气神 厦门
市总工会联合厦门广电集团举办“礼赞新中国，鹭岛建新功”
庆“五一”万名职工快闪系列活动，展现新时代特区职工风采，
彰显工人阶级主力军豪情壮志，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活
动从 3 月 31 日延续至 5 月 1 日，以演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为主线，按“5 个分场+1 个主场”模式，分别在厦门火炬高新
园区天马微电子公司厂房、软件园二期奠基石广场以及台湾青
年双创基地、厦门国际游轮母港码头、厦门机场 T4 航站楼、厦
门五一广场等美丽厦门各条战线上，组织万名职工陆续开展 6
场活动，每个场次以不同的主题编曲和特色表演设计，共同唱
响“咱们工人有力量”。广电专业团队将拍摄制作完整视频，
于 4 月 26 日至 5 月 1 日在厦门电视台和新媒体平台集中展播。
（厦门市总工会全媒体中心）
【工会建设】

三明市总工会广泛开展会员评议职工之家活动 一是推动
扩面提质。要求各基层工会结合年终总结会、会员大会等每年
开展 1 次会员评家活动，通过听取职工意见建议、发放问卷调
查等方式推进职工之家建设，提升基层工会工作水平。去年全
市共 5440 个基层工会开展会员评家活动。二是重视结果运用。
把会员民主测评满意等次作为基层工会及其党政负责人申报工
会系统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三是培育先进典型。推荐 36 个基
层工会参评“2018 年度全省会员评议职工之家示范单位”，其
中三明福特科光电有限公司工会、华电（沙县）能源有限公司
工会、建宁县溪口镇工会等 12 个基层工会获省总工会审核确认。
（三明市总工会刘有端、张慧）

周宁县总工会今年着力从五方面推动工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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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政

治引领中展作为。举办庆“五一”职工运动会、“献礼建国 70
周年”征文比赛、劳模代表座谈会等系列活动。二是在推动发
展中显担当。开展银行柜员点钞竞赛，举办酒店、宾馆管理人
员培训班 6 场，实现“名师带高徒”结对师徒 80 对，征集“五
小”创新项目 20 项，增设示范性劳模工作室 1 家。三是在维权
服务中求实效。组织 70 家单位参加“安康杯”竞赛，至少走访
2 家有职业病危害企业，成立 39 家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
开展职工队伍稳定风险调研排查专项行动，培育 1 个区域、2 个
企业集体协商示范点。四是在普惠服务中暖人心。深化“四送”
品牌活动，筹资 50 多万元帮助全总档案困难职工解困脱困。五
是在深化改革中增活力。推进工人文化宫建设和“八大群体”
入会工作，推动工会干部走出机关，走进车间、班组、工地。
（周宁县总工会李皖丽）
【党政支持】

龙岩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工会工作汇报 会议要求全
市各级工会：一要把牢工会工作正确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理论武
装，坚定政治方向。二要严格劳模评选标准。坚持宁缺毋滥和
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坚持向基层和生产一线倾斜，把握
好市劳模评选对象的比例结构，确保评选出的劳模经得起考验，
具有广泛代表性。三要营造浓厚氛围。要以市劳模评选为契机，
广泛宣传各行各业先进模范事迹，大力弘扬劳模精神，进一步
形成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深厚社会氛围。
（龙岩市总工会邱俊赢）

丰泽区政府与区总工会第 10 次联席会议议定：（1）将区
总工会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统一管理，由区财政局指导规范采购
工作；（2）由区财政局增加核拨区直财政供养单位工会经费，
区总工会督促指导各基层工会提升工会经费使用效益，保障干
部职工正常福利待遇；（3）区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每年缴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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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医疗互助金从单位包干行政运行经费中列支，各街道办事
处参照区直机关做法同步落实相关人员的医疗互助金经费。
（泉州市总工会、丰泽区总工会）
【维权行动】

龙海市总工会扎实开展集体协商工作 一是抓宣传凝共
识。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推送集体协商知识，深入 100 多家
企业发放宣传资料 1 万多份，举办企业领导、工会干部、职工
“眼中的工资集体协商”座谈活动。二是抓队伍建机制。建立
轮训和定期培训制度，今年已组织 100 多名工会干部举办培训
班 3 期，并选配 20 名专职工会干部组成工资集体协商指导队伍；
建立定期通报制度，乡镇工会每周上报进度汇总表，市总工会
每半个月通报工作情况。三是抓指导细分类。按照先易后难、
重点突破、逐步推进的思路，对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
非公有制龙头企业、百人以上企业、“小杂散”企业等进行分
类指导。四是抓典型广覆盖。培育 20 家工资集体协商示范企业，
发挥典型的辐射带动作用。目前已签订 201 份工资专项集体合
同，覆盖企业 2217 家、职工近 4.3 万人，签订率达 90.54%。
（龙海市总工会周毅城、郭艺卿）
【送温暖帮扶】

荔城区总工会推动服务职工工作全面升级 今年打造 10 个
为职工办实事项目，提升职工获得感幸福感。一是为 500 名一
线职工举办技能培训、知识讲座。二是慰问 1000 名一线职工、
困难职工和外来工子女。三是向 1500 名高温一线职工赠送降温
礼包。四是组织 20 名劳模参加疗休养。五是选树 10 个劳模创
新工作室和流动“妈妈小屋”示范点。六是建立 10 个环卫工人
“爱心驿站”。七是向 300 名“八大群体”人员赠送入会礼包。
八是开展 10 场送文化、送知识、送法律下基层活动。九是助力
200 名职工求学圆梦。十是创建 10 家区级职工之家示范点。
（莆田荔城区总工会林郭兴）

浦城县总工会“四送”服务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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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送岗位。联合相关部

门开展“春风行动”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1000 多名职工登记
求职，现场达成就业意向约 800 人。二送温暖。“两节”期间
筹资 7.5 万元慰问苦脏累险岗位一线职工、企业困难职工等。三
送法律。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公益法律服务系列行动，
走进荣华山组团及工业园区的企业车间，免费发放《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宣传资料 1000
余份。四送健康。组织 308 家单位、1.51 万人参加第六期职工
医疗互助活动，已补助职工 947 人、74.78 万元。 （浦城县总工会）
【简讯】

△福州市总工会、商务局、人社局联办闽菜烹饪职业技能
大赛 200 多名餐饮界选手参赛。
（福州市商贸工会张丽金）
△福安市总工会十七届三次全委会议选举市委常委邹渊为
市总工会主席。
（福安市总工会）
△集美区总工会举办 6 场“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法律咨
询活动 走进企业、工厂、文化广场，发放《工会法》《工伤
保险条例》等宣传资料近 5000 册。
（厦门集美区总工会赖玉银）
△南安市总工会超额完成第十二期职工医疗互助任务 组
织 1009 家单位、6.87 万名职工参加，完成市总工会下达任务的
118%，2018 年补助职工 1301 人次、141.01 万元。
（南安市总工会王亚颜）

△涵江区总工会开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线知识竞答活动 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 1100 余人
参加。
（莆田涵江区总工会黄开丽）
△建瓯市总工会联合市司法局举办三场“五一”系列活动
之“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活动。
（建瓯市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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