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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审尽审 凡审必严 审后必改
东莞市总工会加强工会经费审查监督工作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艳） 东莞市
总工会日前发布《东莞市总工会关于加强
工会经费审查监督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
称《意见》
），明确围绕市总工会中心工作，
加强工会经审组织建设，更好地发挥该市
工会经审组织的积极作用。
《意见》以服务职工为基本原则，突出
主业原则、困难帮扶原则和公开透明原
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规范工会经
费开支。
《意见》要求认真抓好工会经审工
作规范化建设，认真执行全国总工会“八
不准”要求：不准用工会经费购买购物卡、
代金券，搞请客送礼等活动；不准违反工
会经费使用规定，滥发津贴、补贴、奖金；
不准用工会经费支付高消费性的娱乐健

身活动；不准单位行政利用工会账户，违
规设立“小金库”；不准将工会账户并入单
位行政账户，使工会经费开支失去控制；
不准截留、挪用工会经费；不准用工会经
费参与非法集资活动，或为非法集资活动
提供经济担保；不准用工会经费报销与工
会活动无关的费用。进一步推动工会经
审工作规范化。市总工会经审会将结合
实际，适时制定简单、实用、操作方便的工
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标准，并根据标准
对所属的镇街和市直属工联会及有关基
层工会开展审查监督工作，列入工会经审
工作考核内容。
《意见》明确要全面加强审查审计监
督工作力度，加强工会经费预算编制审查

审计监督；加强工会经费预算执行情况审
查审计监督；加强工会财务收支审计监
督；加强重点领域、重点资金的审查审计
监督；加强对专项资金的审计监督；加强
基本建设和维修改造工程项目的审计监
督。
《意见》强调要切实加强对工会经审工
作的组织领导，强化工作保障，落实目标
管理。各级工会要按照“应审尽审、凡审
必严、审后必改”的原则，把工会经济活动
纳入工会经审工作范围，把工会经审工作
纳入工会重点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考
核。各级工会经审干部要自觉增强使命
担当，加强谋划研究，改进工作作风，改善
工作方法，全面提升东莞市总工会经审工
作水平。

为基层工会
“配钥匙”解难题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总 100%完成粤工惠 APP 基层以上工会组织登记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蓝娟 通讯员
霍嘉琪 黎惠敏）
“我们在粤工惠 APP 进
行工会组织登记时会遇到一些小问题，
工会工作人员总会耐心地解答，还手把
手指引操作，让我们企业开展工会工作
既省时又省力。”佛山中纺联检验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李桂点赞道，粤工
惠 APP 板块多而齐全，让企业工会能随
时随地掌握动态信息，对及时落实上级
工会的相关政策和提升服务职工水平有
很大帮助。
据了解，截至 3 月 19 日，佛山市南海
区西樵镇基层以上工会登记率已达
100%，基层工会登记率达 71%。他们是
如何做到短时间、高效率、速登记的呢？
近日，记者走进西樵镇总工会，看他们是
如何交出了这份“满分答卷”的。
据西樵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工会成立了由领导班子牵头的“智慧工
会”领导小组，运用“2+2”
（两名管理员，
两名操作员）的管理模式，实行明确分工
与督导、针对性精简流程、多形式手把手
教学、结合当下工作实际同步推进的“四
步曲”。考虑到该镇的基层工会干部年
龄偏大，在下发上级工会发布的《关于
“粤工惠”APP 注册使用的通知》和《工会
组织登记项信息指引》之外，该镇总工会
专门就工联会粤工惠 APP 的操作实际，
撰写基层以上工会组织登记管理员操作
手册，简化登记流程，从而方便工联会研
读操作方法。
“基层工会需要找到相对应的组织，
并扫其二维码方可注册和登记，西樵镇
总工会有 37 个工联会，我们把各工联会

完成任务不打折
落实目标不走样
江门召开全市工会系统决胜
脱贫攻坚动员大会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
员侯平川）近日，江门市总工会召开全市
工会系统决胜脱贫攻坚动员大会，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
攻 坚 座 谈 会 上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对 该 市
2020 年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进行
动员部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
工会主席顾达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总
工会班子成员，各部室和直属事业单位
主要负责人，各市（区）总工会主席、常务
副主席、分管帮扶工作领导及工作人员
参加了会议。
会议要求各级工会要从讲政治的高
度，狠抓落实江门市政府与市总联席会
议议定的《江门市 2020 年实现城市困难
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方案》，确保在完成困
难职工解困脱困任务的数量、质量上不
“打折”，在落实各项年度目标要求上不
“走样”；要着力补齐政治安全责任、整合
部门资源、工会组建全覆盖、组织活动
“上下联动”、智慧工会激活会员卡个人
账户“全覆盖”五个方面的短板，提高工
会业务上传下达的效率和精准度；要采
取“人盯人”的办法，各市（区）要制定本
地的工作实施方案，对每一户困难职工
要“度身订制”帮扶措施，分类施策；要加
强协商和监查，确保不错不漏，高质量完
成上级赋予的任务，切实让困难职工从
工会服务创新中获得幸福感。
会议还对《江门市城市困难职工建
档立卡工作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版）》
《江门市总工会 2020 年实现城市困难职
工解困脱困工作实施方案》进行详细解
读，并对做好 2020 年城市困难职工调查
摸底工作相关操作进行培训。

茂名市职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为 70 多万职工
撑起法律保护伞

■工会工作人员指导基层工会进行组织登记
组织二维码打印出来，供其对号入座，以
提高‘进门’效率。”西樵镇总工会主席朱
林根坦言，在前期宣传粤工惠 APP 操作
培训过程中，有基层工会难以找到其相
对应的上一级工会组织，而此种为基层
工会“配钥匙”的方式，非常有效地解决
了这一难题。与此同时，该镇总工会通
过电话、视频、现场教学等模式，手把手
对工联会主席或专干开展工会组织登
记、会员数据批量导入、后台管理等工作
培训。2 月 24 日至 3 月 17 日，该镇总工
会结合工作实际，发动基层工会现场开

黎惠敏/摄

展粤工惠 APP 组织登记，完成登记后便
可领取口罩和消毒液等物资，以此全面
落实镇内基层工会进驻粤工惠 APP。
据省总工会“智慧工会”办公室主任
沈寒英介绍，省总工会粤工惠 APP 每日
点击量超 100 万。截至 3 月 24 日,全省已
登记工会 35927 家,完成实名注册的会员
有 152.6 万人，其中佛山市的实名注册会
员数已突破 10 万人。接下来，将计划开
发福利发放、抽奖投票问卷等应用功能，
使平台从“可用”逐步变成“好用”，满足
各级工会和会员更多方面的需要。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
罗秀标 石蕾蕾）日前，茂名市法律援助
处职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被评为“全国法
律援助工作先进集体”，这是全国 270 个
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体中唯一获此殊荣
的职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据了解，自成立以来，茂名市职工
法律援助工作站通过抓硬件建设、抓软
件建设、抓案件援助、抓法制宣传、抓机
制建立，全心全意为全市 70 多万职工提
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律宣传和法律
培训等系列法律援助服务。在 2016 年—
2018 年期间，该工作站共为职工群众提
供法律咨询服务 769 人次；为 41 名职工
群 众 提 供 了 法 律 援 助 ，挽 回 经 济 损 失
82.9 万元；组织开展大型普法宣传活动
16 场，参加职工群众 5692 人次；成立了
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
现有律师 82 人，
为
职工群众的法律援助打造强有力的后
盾；并为全市 38 家 300 人以上的非公企
业工会聘请法律顾问 38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