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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重要指示、李克强批示精神在广东引起热烈反响

积极践行工匠精神
用实干和奋斗实现技能报国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通讯员
粤仁宣）
“我将用实干和奋斗成就精彩人
生、实现技能报国。”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
数控铣项目金牌获得者田镇基表示。近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选手在第 45 届世
界技能大赛上取得佳绩作出重要指示，李
克强总理作出批示，这在广东省人社系统
和技工院校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深受鼓
舞，
倍感振奋。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立意高
远、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从全局的高度深
刻强调了技术工人的极端重要性，系统阐
明了技能人才工作的重大任务和工作要
求，并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技工教育，为

新时期技能人才和技工教育事业发展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 在采访中，
省人社厅副厅长杨红山深有感触地表示，
广东人社将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着眼
于打造国际人才新高地目标，加快实施高
技能人才振兴、
“ 南粤工匠”培养、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技工教育高质量发展、世界
技能大赛引领等五大计划，为广东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
口”提供强大的技能人才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发展技工
教 育 ；李 克 强 总 理 指 出 ，要 办 好 技 工 院
校。这些非常明确的指示要求，在全省技
工院校师生中引发热烈讨论，大家激情满

怀，纷纷表示中国技工教育的春天已经到
来。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院长冯为远表
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李克强总
理的批示，让从事技工教育的我们，倍感
振奋、备受鼓舞，既感到无上光荣，又感觉
责任重大。我们一定不忘初心、不负重
托，立足本职、潜心育人，以创建高水平技
师学院为抓手，加快推进世界技能大赛成
果转化，加强与国内外知名企业深度合
作，以弘扬工匠精神为导向深化教学改
革，打造一流师资队伍，加快培养高素质
的技能人才，以优异的成绩报答总书记、
总理的殷切期望。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在全社会弘扬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激励广东青年走技能成
才、
技能报国之路。许多技工院校学生在接
受采访时纷纷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
总理的批示，
让我们如沐春风，
倍感温暖，
为
我们的未来发展指明奋斗方向，
将指引我们
钻研新技术、
掌握新技能、
争创新业绩，
为建
设技能强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
“全国上下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不懈努力，我们这一代生逢其时。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总理的批示，让我强
烈感觉到，国家的事、民族的事，就是我们
青年的事。”田镇基说，他一定积极践行工
匠精神，
勤奋学习，
刻苦钻研，
精益求精，
用
实干和奋斗成就精彩人生、
实现技能报国。

广东工会贯彻集体协商五年规划总结会议确定今后三年工作任务：

建立多形式多层级协商机制 重点推进行业性集体协商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艳）9 月 24 日，
省总工会召开广东工会贯彻集体协商五
年规划总结会议，
通报表扬全省集体协商
五年规划先进集体和个人，
交流集体协商
工作，
总结广东工会贯彻集体协商五年规
划工作，
部署下一步工作任务。
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陈伟东、全国
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粟斌、省总工会
副主席张振飚，以及各地级以上市总工
会负责集体协商工作的相关负责人和省
级产业工会、中央驻穗单位和省属（集
团）公司、省社会组织工会联合会负责工
会集体协商工作的分管领导，有关行业、
区域、企业工会及集体协商先进个人代
表参加会议。
陈伟东充分肯定了广东工会集体协
商工作过去五年的成绩，他强调，各级工
会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维护职工权
益、促进企业发展”的工作原则，既要当
好职工“娘家人”，又要当好企业“暖心
人”，进一步增强开展集体协商、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明确
集体协商的职能定位，将稳就业、促发
展、构和谐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工作主线；要积极主动作为，探索创新符
合广东实际的工作，增强工作的针对性
和时效性，加强推动企业建立多形式多
层级劳资沟通协商机制，将发生群体性
劳资纠纷企业和发放工会主席补贴的非
公企业作为重点对象，同时，发扬严实作
风，加强组织引导和统筹，确保集体协商
各项工作落地。
粟斌表示，广东各级工会在省总工
会带领下，认真贯彻落实全总部署，开拓
创新、锐意进取、真抓实干，积极推动《中
华全国总工会深化集体协商工作规划
(2014~2018 年)》 各 项 目 标 任 务 贯 彻 落
实 ，取 得 了 良 好 进 展 ，积 累 了 有 益 经
验。 对于切实做好新时代的工会集体

协商工作，他建议，要坚持集体协商工
作正确的政治方向，重点做好困难企业
集体协商，同时，加大行业（区域）集体协
商推进力度，坚持推进集体协商提质增
效，加强集体协商专职指导员队伍建设，
进一步推动新业态领域企业组织开展集
体协商。
会上，珠海松下马达有限公司、肇庆
市宝信金属实业有限公司、东莞市桥头
镇电子行业、惠州市惠城区总工会副主
席付其兵、广州市南沙区总工会进行了
现场经验发言，深圳龙岗区南湾街道物
流行业、云浮市云安区石城镇石材行业、
东莞市创富眼镜有限公司作了书面经验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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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 3 年内，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总数不少于 400 人
记者从广东工会贯彻集体协商五年
规划总结会上了解到，五年来，广东各级
工会积极推行集体协商制度，搭建沟通
合作平台，完善成果分享机制，实现职工
和企业共赢，日益为广大职工和企业管
理者认同与支持。截至 2018 年底，全省
共 签 订 集 体 合 同 16.4 万 份 ，覆 盖 企 业
46.4 万家，提升了劳动关系双方的协商
意识，为促进劳动关系以及社会和谐稳
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后三年，我省工会集体协商工作
的目标任务是：力争在 2019 至 2021 年，
已建工会的企业普遍建立多形式多层级
劳资沟通协商机制；已建工会的企业集
体协商建制率动态保持在 80%以上；全
省所有县区三年内新开展行业性、区域
性集体协商 10 家以上；签订集体合同的
企业职工知晓率达到 90%以上，职工满
意度达到 60%以上。

为完成目标任务，主要做好以下几
项重点工作：一是在企业中建立多形式
多层级沟通协商机制。重点是近年来
发生群体劳资纠纷企业、职工人数 100
人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面临关停并转
迁、当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等关键节点
可能影响职工权益的企业。二是重点
推进行业性集体协商。提倡行业内规
模以上企业在行业集体协商的基础上，
按照定额标准不高于、工价标准不低于
行业集体合同约定的原则，开展内容更
具针对性的二次协商。三是培育集体
协商典型。全省每年培育 10 个不同层
次、不同类型、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的
行业集体协商典型;培育 30 个企业、10
个区域协商效果突出、影响广泛的集体
协商典型。3 年共形成 30 个行业、90 个
企业、30 个区域集体协商典型，充分发
挥集体协商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四

是建立健全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队
伍。坚持问题导向，充分整合工会现有
资源，在“三个一批”
（即在全省建设一
批镇村、园区工会联合会，建设一批社
会化工会工作者队伍，建设一批会、站、
家一体化的职工之家）示范点基础上，
培养建设一批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队
伍。力争 3 年内，全省各级工会专职集
体协商指导员总数不少于 400 人，其中
珠三角地区每市不少于 25 人，其他地
区每市不少于 15 人。
与此同时，要全面贯彻落实全总提
出的各项工作要求，完善工会集体协商
工作评价体系，促进集体协商提质增效；
建立健全工会劳动关系发展态势监测和
分析研判机制，扩容监测城市和样本企
业数量，逐步完善劳动关系基础数据库；
积极创新培训模式，做好专职集体协商
指导员上岗培训和定期轮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