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中山大学工会、教代会 2017年工作总结

2017 年，校工会在学校党委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在学校

行政和各二级工会的支持下，校工会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群团工作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坚定政治方向，紧密围

绕学校中心大局，全面提升工会、教代会建设水平，充分发挥工

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精诚守护学校的整体利益和教职工合法

权益，为我校“双一流”建设凝心聚力。

一、坚持“双代会”制度，为学校发展凝聚人心

1. 圆满完成“双代会”换届任务，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2017 年 1 月，我校第九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第二十届工会

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教学、科研和临床一线代表

达到代表总数的 67%。大会总结了过去五年教代会、工会工作，

在圆满完成换届任务的基础上，规划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积极

配合学校的工作，动员鼓舞全校教职工充分发扬主人翁精神为学

校的建设发展建言献策。大会除听取学校工作报告、学校财务工

作报告、工会教代会工作报告等常规性报告以外，还安排了《人

才培养工作报告》、《人力资源综合改革工作报告》、《校园综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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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报告》等专题报告，充分体现出学校对“双代会”作为倾

听教职工心声、收集教职工意见平台的重视。代表们普遍认为：

《校长工作报告》主题鲜明，数据翔实，重点突出，学校过去一

年取得的成就令人振奋，未来规划蓝图和发展目标催人奋进；几

个专题工作报告体现了学校综合改革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群

众意识。校工会及时收集整理各代表团讨论意见，形成 “双代

会”代表团讨论意见汇总报校党委，为学校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本次会议收到提案 31份，其中“女代会”转入 7份；立案

16份，其余 15份作为一般性意见处理。

2.落实“双代会”闭会期间议事机制，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

根据“双代会”反馈、督办机制，校工会于 2017年 6月召

开“双代会”意见反馈会暨第十三次工会、教代会工作会议，杨

清华副校长代表学校党委对“双代会”代表团分组讨论中多次反

映、意见相对集中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答复，内容涵盖了图书馆建

设、学科建设、人力资源综合改革、人才培养、行政管理、财务

预算、校园治理、教职工福利、民主管理和监督等方面，保障了

广大教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同时，“双代会”代表积极履行职责，分批分期参加各职能

部门组织的征求意见会和监督工作，有效落实了民主管理常态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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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二级“双代会”建设，共促院系发展

根据学校加快推动“院系办校”办学模式转变的战略思路，

校工会将建立健全二级“双代会”制度作为推进基层民主的重点

工作，为二级“双代会”建设制订详尽流程，提供清晰指引。2017

年共有 3个二级单位新建了教代会制度，使我校建立二级教代会

制度的单位达到 50个，其中有 23个二级单位召开了“双代会”，

较好地发挥了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作用，凝聚院系发展共识。

4.坚持“女代会”制度，促进女教职工发展

2017 年 3 月召开第四届“女代会”一次会议，胜利完成了

换届任务和提案征集工作。“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山眼科中心陈

伟蓉教授和“广东省三八红旗手”孙逸仙纪念医院丁悦教授作事

迹报告，分享了她们立足岗位、拼搏进取、无私奉献、服务大众

的先进事迹，展示了我校女教职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

神风貌。

二、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提升教职工综合素质

1. 弘扬劳模精神，传递学校发展正能量

积极组织二级工会参与本系统评选表彰活动， 2017年共有

以下单位和个人获国家级奖项：肿瘤防治中心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中山大学广东省中药上市后质量与药效再评价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获评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中山眼科中心陈伟蓉获评全国三

八红旗手并入选“中国好人榜”；另有 6单位、3人获省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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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工会通过内刊、网页、微信、宣传栏等对上述获奖先进集体和

个人先进事迹广为宣传，努力营造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

贵的和谐校园氛围。

贯彻落实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

宣传教职工先进典型与大学生思政工作有机结合，与校党委宣传

部、校团委合办“与时代楷模同行——中山大学劳模故事会”活

动，邀请我校劳模代表黄天骥、陈小明、詹红讲述他们青年时代

的奋斗成长历程，传递“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

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正能量，对教职工和学生同时发

挥了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2. 点线面结合开展教职工素质提升活动，营造健康和谐校

园氛围

“点”是以全校性大型文体活动为重点。经过多年积累和

推广，我校工会已经打造出环校长跑、合唱舞蹈比赛、师生员工

摄影大赛等全校性品牌文体活动，按年度计划开展。2017 年共

开展了校庆 93周年“中大人风采展示”晚会等 14项全校性文体

活动，超过 8000人次参与。“中大人风采展示”晚会以学科特色、

职业特色、民族风、环保风等为主题展示了各院系各学科的特色

优势和辉煌成就，体现出中大人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

“线”是通过“精品活动”项目申报制度，在校院两级工会

之间以及各二级工会之间建立紧密连线。校工会资助鼓励二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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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文体社团自主或者联合开展面向校区、校园的工会活动，构

建运作有序、基层活跃、参与普遍、校院互动的工会组织运行机

制。全年共资助开展了 23项“精品活动”，涵盖文体比赛、科普

宣传、亲子活动、健康讲座等，共有 5000多人次参加，在激发

二级工会积极性创造性的同时也提升了工会活动的深度和广度。

“面”是通过普惠性活动扩大工会组织的覆盖面和参与面。

2017年放映免费电影 16场，累计观影人数超过 1.5万人次；开

办 2期共 6个月的教师免费理疗瑜伽班；开展“节能有我 绿色

共享”宣传活动，通过“掌上工会”环保知识测试向 800多位会

员发放小盆栽。同时，校工会教工活动中心为各二级单位提供

195场服务，惠及 5651人次；为教职工提供各类服务 1750余场，

惠及近 31000人次。上述活动均以普惠性、持续性为目标，为教

职工舒缓工作压力、促进身心健康、丰富校园文化做出了积极贡

献。

三、做好党的群众工作，夯实党的群众基础

1. 加强组织建设，增强“教职工小家”活力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的群团工作系列讲话精神，进一步推进党政工共建“教职工

小家”工作向纵深发展，校工会于 2017年修订发布了《中山大

学二级工会“教职工小家”建设评估标准指引》并开展了相关评

估工作，授予 11个单位“模范教职工小家”、10个单位“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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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小家”、18个单位“合格教职工小家”称号。校工会还根

据相关制度给予 5 个新建二级工会共 17 万元的建家经费支持。

“教职工小家”评估活动和建家资助制度有力推动了各级工会坚

定政治方向，团结广大教职工积极参与校（院）改革建设，为我

校“双一流”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同时，应学校综合改革的新要求，校工会指导 31个二级工

会顺利完成组织调整，全年为 900多名新教职工办理入会手续；

同时发布了《关于将我校校本部科研博士后人员纳入工会组织管

理范围的通知》，将校本部博士后人员纳入工会组织管理范围，

巩固发展了工会组织覆盖面。

2. 健全帮扶保障体系，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秉承学校人文关怀传统，校工会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2017

年共组织 4038 人次办理 6300 份省互助保障计划，保费 37.2 万

元，为 13人次办理理赔近 5.8万元；向 26位教职工发放重大疾

病医疗补助金 102.5 万余元；向 36 位教职工发放“位元堂紧急

援助金”49万元；向 24位特困教职工发放慰问金 6.8万元；受

理来信来访，倾听意见和诉求并及时转交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处

理，维护了学校的和谐稳定和教职工的合法权益；组织开展“幸

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活动日”捐款活动，共收到 26个二级单位

11.65万元，统一汇缴到广东省幸福工程捐款账户救助我省贫困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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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造“掌上工会”服务平台，提升普惠性服务质量

校工会在升级会员管理系统的基础上打造“掌上工会”服务

平台，为会员提供更多更好的普惠性服务：一是准确统计会员数

据下拨会员活动费、春节慰问费近 400 万元，回拨会员会费近

98万元；二是结合端午慰问活动，通过电子券为 7000多位会员

发放粽子 28000多个；三是日常发放免费电影券、活动参与券等，

方便教职工及其家庭成员参与校工会的活动。在上述活动中，平

台运转顺畅，服务高效便捷，用户体验良好，增强了工会组织的

吸引力和凝聚力。

四、落实中央战略部署，做好定点扶贫工作

2017 年学校继续贯彻落实中央、教育部和广东省扶贫工作

精神和要求，坚持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标准，持续深入定点

帮扶云南省凤庆县和广东省连州柯木湾村，陈春声书记等校领导

5人次实地考察调研，两地直接投入资金 629余万元。校工会开

展了“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共收到 31个二级单位捐款 19.5

万元，全部转入广东省教育基金会用于我校定点扶贫项目。

1. 云南省凤庆县定点扶贫工作

成效明显：陈春声书记、余敏斌副书记先后带队共 46人次

赴当地开展扶贫工作；直接投入资金 197万余元，引进资金 140

万余元。凤庆县 2017年 3个乡镇、27个贫困村、24800贫困人

口脱贫出列在望，贫困发生率可降至 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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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帮扶：引进南方阅读公益基金会、香港大光园慈善基金

会投入共 82 万元建设悦读馆、阅览室及资助贫困学生；派出 3

名研究生在鲁史镇支教；外国语学院、管理学院资助当地 165名

学生每人 1000元；组织四期综合素质提升培训，岭南学院、管

理学院培训干部 114人、教师 21名。

医疗帮扶：组织我校附属第六、第七医院开展医疗帮扶义诊

活动，示教手术 30 余台，学术讲座 17 余场次，培训医护人员

650 余人次，义诊 1000 余人。发挥专家所长，开展“传、帮、

带”工作，指导帮助凤庆县深入推进云南省健康扶贫 30条措施

落细落实。

非遗帮扶：学校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和社会学与人

类学学院等专业力量，深入调查挖掘凤庆县“彝族支系俐侎人”

文化等非遗资源，活化民族元素，力求实现非遗保护与扶贫开发

的双赢。

2. 连州柯木湾村定点扶贫工作

党建工作：陈春声书记到村慰问 16位困难党员和退休村干

部，切实加强党建；学校从特殊党费中支持村委党员活动与村民

服务中心大楼扩建改建 55万元，提升便民服务水平。

扶贫户帮扶：确定 75户贫困户名单并建档立卡，48个二级

单位与贫困户上门对接，发放慰问金和生活物资，帮助解决生产

生活问题；给予 13 户贫困户每户 1 万元危房改造补贴，其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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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危房改造年底竣工验收。

产业帮扶：在校友企业湖北荆州民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支持下，开展 15亩宽体金边水蛭养殖试点，成立专业合作社带

动贫困户增收；配合政府发展思路，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承担柯

木湾村精准扶贫发展战略规划和夏东村旅游策划项目，打造生态

观光、民宿旅游产业。

文化、医疗帮扶：学校团委在暑假期间组织为期 4天的“三

下乡”社会实践服务，提供义诊、家电维修和文艺演出，并辐射

到周边村镇；附属六院、护理学院组织医疗队到村开展义诊。

基础设施建设：完成马头嵊、大江脚 3公里村道硬底化工程，

安装 124盏太阳能路灯，修建 5个公厕，完成夏东村、柯木湾村

安全饮水改造工程。

美丽乡村建设：校团委联合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旅游学院

等 86人参与南粤“美丽乡村”公益志愿行动，服务于连州市 12

个行政村的村庄（整治）规划。岭南学院、管理学院分别出资

20万元支持柯木湾村两个自然村的整洁村建设。

中山大学工会委员会 2018年 3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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