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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职工献关爱，凝心聚力促发展
——第三届十次教代会、工会工作报告

学院工会副主席 罗宣祝

各位代表：

我受乐山职业技术学院第三届工会委员会、教代会执行工作

委员会委托，向大会作报告，请予审议。

2019 年工作回顾

2019 年在学院党委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紧紧以学院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抓

党建促工建，团结广大教职工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在工会工作

的各个方面出色完成了学院党委和上级工会交办的各项工作，奋

力谱写了新时代学院工会工作新篇章。

一、坚持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一）组织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

2019 年 1 月，学院在学术交流中心召开了第三届教职工代表

大会第九次会议，大会听取审议了院长刘忠同志作的《2018 年院

长工作报告》，计划财务处肖旭处长作的《2018 年学院财务工作报

告》，工会副主席罗宣祝作的《2018 年学院教代会、工会工作报告》。

代表们以主人翁身份，站在学院发展建设高度，认真思考，积极

发言，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

（二）第三届九次教代会代表提案征集、办理、落实、评比

情况。

1、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共征集代表提案 1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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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教代会提案预审工作委员会预审，教代会执行工作委员会审核。

7 件作为立案提案，4 件作为意见和建议，1 件作为退回提案处理。

2019 年 3 月，召开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代表提案移

交、督办落实工作会。2019 年 7 月，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九

次会议代表提案办理完成。

2、根据学院《教代会代表优秀提案暨提案承办先进单位评选

办法》，经教代会执行工作委员会评审，郭素勤代表等 4 件提案被

评为 2019 年学院优秀提案，教务处被评为提案承办先进单位。4

件优秀提案同时上报四川省总工会参加“四川省第二届教职工代

表优秀提案”评选活动，其中财经管理系副教授闵建华撰写的《关

于加强实训室硬件建设的提案》荣获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优秀提案

三等奖，首次突破了学院代表提案获得省级的奖励。

（三）完成第三届十次教代会代表提案征集。

2019 年 10 月，学院召开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代

表提案征集工作会，11 月下旬，已收到教代会代表提案 5 件，教

代会执行工作委员会正在按规定程序办理提案。

二、主题教育见实效，为职工办实事，做好事。

（一）争取行政支持，保障工会经费。

年初，因学院经费紧张，学院经费预算管理部门没有按四川

省总工会颁发的《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川

工发〔2018〕6 号）文件拨付行政补助工会经费，后经多方汇报，

在学院党委和行政的支持下，学院行政补助工会经费由 30 万增加

到 118 万元。为工会开展工作提供了经费保障。

（二）落实 2019 年职工体检与优化职工体检项目。

年初，相关经费预算部门没有安排 2019 年职工体检经费。工

会结合本年度职工住院和生大病情况，主动与后勤处、计划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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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协调，并及时向学院领导汇报，要求恢复 2019 年职工体检，在

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本年度职工体检已得到圆满解决。

（三）解决一线教师午休问题。

在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期间，根据党委安排，结合工会工作职

责，学院工会主动到系（部）二级工会调研了解情况，广泛听取

系（部）工会主席意见和建议，听取教职工意见，摸清实际情况

及问题原因，在学院党委的领导和行政的支持下，各相关职能处

室积极配合协作，一线教职工午休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三、开展慰问劳模、三八“红旗手”、优秀教师活动。

在“五一节”和教师节到来之际，学院工会组织召开座谈会，

对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省“三八”红旗手、优秀教师代表开展

慰问活动。

一年来，学院教职工积极进取，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在平

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淡泊名利，勇于创新，倾

情奉献，成为学院发展的生力军。工会慰问劳模和优秀教师，弘

扬劳模精神，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

四、关心职工身体健康，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活动。

（一）开展健康知识讲座，提高职工防病意识。

今年，学院工会诚邀乐山市人民医院专家、乐山市中医院专

家万晓丽、刘娟、张志华、陈莉来校，举办了“女性健康与妇科

疾病预防”、“脾胃养护与肺病防治”知识讲座。

（二）职工文体活动丰富多彩。

一年来，学院工会团结广大教职工，为学院事业发展建功立

业，分别组织开展了“迎春联谊”活动，第十六届师生春季田径

运动会，春游、秋游活动，采摘葡萄活动，观看《匠心》电影，

各二级工会自主开展文体活动等，这些活动经费支出总计 55 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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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三）协会活动常态化，参加各类比赛为学院争光。

一年来，桥牌协会参加第五届全国高校“校长杯”师生桥牌

赛，第十届高校教职工桥牌锦标赛、乐山市桥牌锦标赛。

地掷球协会参加全国地掷球锦标赛，全国小金属球锦标赛，

四川省地掷球锦标赛，学院教职工地掷球赛。

书画协会参加四川省 2019 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活动，在

学院图书馆举办师生系列书画小品展。

篮球协会参加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教职工篮球邀请赛，参加

乐山市“中国移动杯”第四届职工篮球比赛，举办第二届学院教

职工篮球赛。

气排球协会参加乐山市第三届气排球比赛，举办第二届学院

教职工气排球比赛。

羽毛球协会参加乐山市“中国移动杯”第四届职工羽毛球比

赛。

乒乓球协会参加乐山市“中国电信智能宽带杯”第十一届职

工乒乓球联赛，学院徐筱跃处长荣获县级领导干部比赛第八名，

协会举办了学院第二届师生乒乓球联谊赛。

摄影协会举办“美丽校园我的家”师生摄影作品展。

茶艺协会举办“弘扬茶艺文化精神，展示茶艺唯美”讲座。

象棋协会开展教职工象棋比赛。户外运动协会、太极协会也在开

展活动。

五、扶贫帮困送温暖，构建和谐校园。

（一）开展送温暖活动，把温暖送到家。

2019 年对全院职工开展慰问活动有：职工生日慰问 633 人，

夏“送清凉”慰问 1001 人，端午节慰问 631 人，中秋节慰问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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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国庆节慰问 627 人，元旦春节慰问 642 人，支出经费共计 65

万余元。

对部份职工开展慰问活动有：“六一”儿童节慰问 293 人，职

工子女升大学祝贺 12 人，职工结婚慰问 3 人，女职工生育慰问 15

人，职工退休慰问 17 人，驻村扶贫一线干部慰问 4 人，职工生病

住院慰问 49 人，职工及其直系亲属病故慰问 12 人，支出慰问金

共计 11 万余元。

（二）参加省总工会职工住院互助保险计划，为生病住院职

工减轻经济负担。

为了帮助患病职工减轻因病住院造成的经济负担，10 月中旬，

工会为全院608名教职工购买了“四川省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险”，

保险支出经费 6.7 万元。2019 年，学院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险报

销 38 人，赔付金额为 4.3 万元。

（三）开展元旦、春节扶贫帮困慰问和送温暖活动

为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元旦、春节期间开展慰问和送温暖活

动精神，学院工会对 13 名困难党员、困难职工、困难复员退伍军

人开展了慰问和送温暖活动，慰问经费支出 2.7 万元。2019 年工

会积极为生大病建档职工争取省、市专项资金帮扶，体现了学院

对生病职工的关爱。

六、做好工会的其它工作。

（一）开展“法律进学校”，助推学院民主政治建设。

学院工会组织职工学习《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新

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学院工会组织开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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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会精神》活动，组织职工参加“宪

法宣传周”的法律知识竞赛活动。

（二）完成节日慰问品的采购招标工作。

2019 年工会对全院职工开展：生日慰问、夏“送清凉”购茶

叶慰问、端午节购粽子慰问、中秋节购月饼慰问、国庆节采摘葡

萄慰问、元旦春节生活用品等系列慰问活动。共慰问教职工累计

达 4181 人次，经费支出 66.32 万元。按照国资处、计财处的相关

采购管理制度，工会组织专人深入市场调研、控制采购成本、撰

写论证报告、填报采购立项资料，经院长办公会审定后，积极配

合国资处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各项采购任务。

（三）开展“以购代捐”扶贫活动，助力脱贫攻坚。

按照乐山市委、市政府要求，2019 年学院向定点扶贫村开展

“以购代捐”购买农产品活动。根据学院党委要求，学院工会分

别与定点扶贫村协调，先后采购了炉霍县宗塔乡色科玛村的虎掌

菌、峨边县觉莫乡为觉村的高山蜂蜜、金岩乡罗卜村的三月云笋、

金岩乡俄罗村的生态老腊肉，经费总支出支出 39 万元。学院“以

购代捐”工作，给定点扶贫村的群众送去了全院教职工的爱心，

为定点扶贫村群众在 2019 年顺利脱贫“摘帽”做出了贡献。

（四）开展教育扶贫日捐赠活动。

学院工会根据《关于开展 2019 年教育扶贫日活动的通知》，

在全院教职工中组织开展爱心捐赠活动。学院院级领导、中层干

部带头捐赠，教职工们纷纷慷慨解囊，自愿捐款捐物，献出爱心，

其中捐款合计 18,830 元，捐物折价合计 11,879 元。

（五）工会财务管理规范、开支合理。

学院工会严格执行四川省总工会关于印发《四川省基层工会

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2019 年 7 月，经乐山市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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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委对 2017 年—2018 年工会经费审计，审计评价是会计基础工

作规范，各项经济业务收支数据真实、准确，开支合理。工会经

费的使用无任何违规违纪行为。

七、2019 年工会取得的荣誉。

（一）荣获四川省总工会颁发的“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

位”。

（二）荣获四川省教科文卫工会颁发的“模范职工之家”。

（三）荣获四川省教科文卫工会颁发的“创新、特色、精品”

工作项目二等奖。

（四）荣获四川省教科文卫工会颁发的“四川省第二届教职

工代表优秀提案三等奖”。

（五）荣获乐山市委宣传部、乐山市体育局颁发的 2019 年乐

山市第二届广播体操比赛一等奖。

2020 年的主要工作

2020 年是学院创建“四川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 验收年，是

接受四川省教育厅专委会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作复核年，

也是学院深化改革工作推进年。学院工会将在上级工会和学院党

委的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中国工会十七大目

标任务和乐山市总工会的工作要点，围绕学院重点工作，充分发

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努力为职工服务，凝心聚力，为学院建设

发展做出贡献。

一、完成工会（教代会）换届选举工作。

根据《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基层工会选举工作条例》，

在学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完成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工会（教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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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1、2020 年至少召开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听取审议《院长工

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教代会、工会工作报告》。充分发挥

教代会民主管理职能，助推学院民主政治建设。

2、鼓励教代会代表为学院发展建设建言献策，参与学院民主

管理，2020 年春季开学后，移交督办落实 2019 年收到的 5 件教代

会代表提案，并于当年 10 月，开展新一届次的教代会代表提案征

集工作。

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大力弘扬“劳动模范 ”、“三八红旗手”精神，弘扬正能量，

鼓励学院教职工立足本职建功立业，为学院发展建设做贡献。

四、开展系列送温暖活动。

关心关爱职工，紧紧团结在学院党政周围，凝心聚力，努力

构建和谐校园

五、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活动。

充分利用学院室内和室外体育设施，调动二级工会和工会各

协会工作积极性，激发教职工热情，提升教职工爱岗奉献的自豪

感和责任感。

各位代表，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多年来，在学院党委

的领导下，通过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学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在学院创建“四川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一流校园、实施一

流管理、培养一流人才的过程中，学院教代会、工会将肩负光荣

使命，继续励精图治，努力工作，为实现职院人的共同梦想而努

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