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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批示】

黄琪玉就做好职工子女课后服务工作作出批示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黄琪玉在 2019 年 5 月
8 日工人日报头版《泉州 5 部门联合“升级”职工子女课后服务》
上作出批示：
“四点半”职工子女课后服务在我省已开展多年，是各级
工会服务职工群众、满足职工群众需求、帮助职工群众解决实
际困难的有效抓手，希望全省各级工会借鉴泉州市的做法，进
一步加大推动力度，进一步做好提质扩面工作，切实把这件服
务职工群众的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省总工会办公室）
【重要活动】

黄琪玉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
5 月 9 日上午，在“5·12”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之际，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黄琪玉一行来到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和省妇幼保健院，看望慰问“最美护士”和护
士代表，为“最美护士”颁发证书，并向她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黄琪玉强调，护理工作很辛苦，但它与爱、与健康、与生
命联系在一起，很神圣、也很有意义。广大护理工作者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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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救死扶伤的工作，经常加班加点，给自己留下的是疲惫，换
来的是百姓的健康和幸福，不愧为平凡又伟大的“白衣天使”。
黄琪玉要求，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关心关爱护理工作者，进一步
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理解、关爱护士的良好氛
围。今年是省总工会首次评选表彰一批“最美护士”并同时授
予“最美劳动者”荣誉称号，希望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以她们
为榜样，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敬佑生命，恪尽职
守，一如既往地用爱心呵护生命，用奉献呵护健康，用爱心、
细心、耐心、责任心树立护理工作者的崇高形象，为我省卫生
健康事业和新福建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总工会副主席柳公立、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主任郭立
新、福建医科大学校长陈晓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
长康德智和省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曹华等参加慰问。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

全省工会挂职兼职主席培训班 5 月 6—10 日在福州举办
开班式上，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丁文清作动员讲话和《以
新思想引领工会新征程》专题辅导。丁文清指出，各级工会实
行挂职兼职副主席制度，优化领导班子结构，是贯彻落实改革
方案的重要举措，是工会组织自我革新的有益探索。就如何做
一名合格的挂职兼职工会主席，丁文清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
位，认识重要意义。开展挂职兼职工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选
人用人思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新时代工会改革创新发展的客
观需要，是提高做群众工作本领的重要途径。二要增强学习本
领，提升履职能力。要勤钻研，提升学习能力；要常深入，提
升调研能力；要强根基，提升服务能力。三要完善专业素养，
激发创业精神。调整好心态，做到身到、心到；扮演好角色，
做到真挂、实干；转变好思维，尽快上手、入门。丁文清强调，
新时代赋予工会组织新使命，新任务呼唤工会干部新作为，作
为一名挂职兼职工会主席，要始终牢记“干好专职是本分、干
好兼职是责任”，强化履职意识，服务职工群众，在工作中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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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在实践中提升，努力开创新时代工会工作新局面。
开班式由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省总工
会兼职副主席冯鸿昌主持。培训班历时 5 天，安排了《工人阶
级理论与当代中国工人》《新时代群团组织要有新作为——兼
谈国外 NGO 组织发展启示》《智慧工会建设一二三》《认真履
行维权、服务职责做好工会权益保障工作》《基层工会工作简
介》等专题课程，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授业解惑。全省各级工会
挂职兼职副主席共 70 余人参加培训。
（省总工会组织部、干校）
【劳模工作】

福州市总工会“三坚持”做好劳模工作 一是劳模评选坚
持时代性、广泛性和先进性原则，今年推荐评选 41 名全国、省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评选 103 名市劳模，激励劳模奋进新时
代。二是劳模关爱坚持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并重，认真落实劳
模津贴补助等政策，今年选送 200 名市劳模、70 名省部级劳模
参加疗休养，举办一期 50 人参与的劳模读书班，安排 100 万元
专项经费推动“闽东北劳模联盟”开展协作互助，为劳模创造
性开展工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提供有利条件。三是劳模宣传
坚持面向基层一线和普通劳动者，持续打造“福州 365·劳模百
人百像”数字影像作品，推出至少 50 期“劳动最美 福匠造福”
专栏报道，运用工会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全方位
立体式宣传先进事迹，弘扬劳模精神。
（福州市总工会）
【工会建设】

福建首支辅警队伍加入工会组织 厦门市总工会在做好
“八大群体”入会工作基础上，积极推动“8+N”群体加入工会
组织，不断向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新阶层有效拓展工会组织
覆盖面。日前，厦门市公安局机关直属辅警加入工会仪式在人
民警察培训学校举办，至此厦门市公安机关 1600 余名辅警有了
自己的“娘家”。辅警集中入会正是“8+N”中“N”部分，这
3

也是全省首创之举。厦门市公安局工会联合会将加大对辅警关
爱力度，让他们同等参与工会组织的各类活动，同等享受节日
慰问、医疗互助、户外运动卡等工会福利待遇，并积极争取为
辅警购置商业保险、组织学历教育提升等更多福利和保障，让
他们切实感受到工会组织“娘家人”温暖，进一步增强职业认
同感、获得感，有效激励他们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创先争优。
（厦门市总工会）

建阳区总工会经审工作五年来成效明显 一是审计审查职
责扎实履行。坚持每年召开两次经审会全委会议，分别对区总
工会本级预算（决算）执行情况、专项资金、固定资产管理使
用情况等进行审查。二是对下审计审查不断扩面。通过特邀审
计员、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查等方式，五年来共完成镇街、
系统（产业）和基层工会的审计项目 102 个。三是经费使用管
理更加规范。开展工会经费“1+X”专项督查，区总工会本级“三
公”经费支出从 2014 年度 7.21 万元下降至 2018 年度 1.61 万元，
减少 77.67%。四是经审调研信息取得成效。经审工作调研文章
首次在《中国工会财会》刊登，经审工作信息被省级以上刊物
采用 21 条。五是审计工作成绩名列前茅。自 2015 年起有 4 个
审计项目荣获全国、全省工会优秀审计项目，区总工会经审会
连年获全省和南平市“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 A 级单位”。
（南平建阳区总工会叶礼钦）
【送温暖帮扶】

三明市总工会 2019 年重点为职工办好 10 件实事 一是帮
助 300 名环卫工人、清洁工人实现微心愿。二是组织 500 名职
工参加省、市示范疗休养活动。三是帮扶 500 户在档困难职工
家庭缓解生活困难。四是组织 150 名市级劳模疗休养。五是帮
助 2000 名农民工实现技能提升。六是为 1000 名快递员赠送入
会礼包。七是完善大病补助政策，在省总工会最高补助 15 万元
基础上市县工会配套补助 5 万元。八是开设 10 个职工子女暑托
班。九是推动建立 25 个手术医生休息室。十是建立 10 个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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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流动“妈妈小屋”。

（三明市总工会范良勇）

寿宁县总工会“五抓”做好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 一抓
挂钩帮扶。班子成员每人挂钩 8—10 户困难职工家庭，做到精
准施策，一户一档案，一户一措施。二抓就业帮扶。为困难职
工提供技能培训、就业指导、职业介绍、政策咨询等服务，今
年已举办招聘会 2 场，帮助实现再就业 50 多人。三抓医疗保障。
深入开展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去年对全总档案重大疾病类困难
职工医疗费自费金额超 6000 元的，给予人均 1 万元以上补助。
四抓金秋助学。引导社会公益助学资金向困难职工家庭就学子
女倾斜，并帮助将其纳入国家“奖助贷勤减免”学生资助政策
体系。五抓临时救助。设立专项资金，对因突发意外、重大疾
病等致困的职工给予应急性、过渡性救助。通过精准帮扶，力
争 52 户全总档案困难职工 2020 年全部实现解困脱困。
（寿宁县总工会夏家福）
【服务发展】

德化县大力培育工匠人才推动陶瓷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
建立健全陶瓷工匠人才选树机制，全县陶瓷行业已有各级劳模、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82 名和“泉州工匠”6 名、“瓷都工匠”
20 名。二是创建职工“三创”（创新创业创造）公共服务平台，
已有 100 名先模通过该平台策划“三创”项目 144 个，孵化催
生陶瓷产业人才 1160 多人。三是开展创建“劳模创新工作室”
和“名师带高徒”活动，凸显“劳模带劳模”“大师带大师”
叠加效应，现有省市劳模创新工作室 19 家，实现劳模、工匠与
普通职工结成“传帮带”师徒 368 对。四是打造陶瓷行业职工
技能竞赛“三级联赛”（企业、县、省/市）模式，每年组织上
千名职工举办技能竞赛 20 多场，助力“世界瓷都”打造有理想
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陶瓷产业工人队伍。
（泉州市总工会、德化县总工会涂桂鹂）

上杭县总工会积极开展职工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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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规范队伍建

设。全县已建立 94 支职工志愿者服务队，招募 2101 名志愿者，
并做到组织机构健全、管理制度完善，统一标识、统一装备。
二是强化素质提升。举办职工维权、心理疏导、心肺复苏等志
愿服务培训课程，让职工志愿者掌握更多服务技能。三是发挥
职业优势。开展职工教师志愿者下乡支教、农技志愿者送技术、
医疗志愿者义诊等活动。四是关心弱势群体。以困难职工、农
民工、下岗工人、留守儿童为重点，2018 年以来开展职工志愿
服务 400 多次，惠及职工群众 3 万多人。五是营造良好氛围。
运用工会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媒介宣传报道志愿服务
活动和优秀志愿者事迹，并在各企业开设专题专栏，大力弘扬
“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志愿服务理念。
（上杭县总工会黄升平）
【简讯】

△省总工会副主席郑小蕊带领组织部、女职工部党支部赴
松溪慰问挂职驻村干部并开展党建“三结对”活动 看望了挂
职干部松溪县副县长赵令强和花桥乡九蓬村、旧县乡游墩村驻
村第一书记赵亮、曾兆程，考察村食用菌种植、茶叶加工合作
社情况，入户慰问 5 名困难职工。
（省总工会组织部、女职工部）
△华安县委书记朱百里“五一”前夕到县总工会调研 朱
百里强调，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广泛开展各类劳动竞赛、评
先评优活动，加大工会工作宣传力度，深化工会改革创新，保
持工会组织旺盛活力和持续动力。
（华安县总工会陈晓苑）
△城厢区委书记王文才勉励职工积极投身美丽莆田先行区
生动实践 王文才在劳模表彰大会上强调，全区职工要大力弘
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在推进城厢经济社会发展中再立新功；
各级工会要真情关爱职工，倾力打造温馨和谐的“职工之家”。
（莆田城厢区总工会林烨、陈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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