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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总工会 2021年大事记

1月 7 日，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委主任丁玉涛为小榄镇周朝晖创新

工作室、何湛泉创新工作室揭牌，小榄镇总工会专职副主席

黄绮雯以及两家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参加活动。

2021年春节前夕，中山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

春，党组成员、经审委主任丁玉涛，经审委副主任、四级调

研员吴泽华等各党支部党员，到联合扶贫点广宁县洲仔镇洲

仔社区开展春节走访慰问贫困户活动。

1月 19日，市总工会副主席曹康琳、饶长春，经审委主

任丁玉涛，三级调研员冯勇，四级调研员吴泽华到火炬开发

区智慧健康小镇参观美丽园区建设并指导工作，火炬区党工

委委员、总工会主席吴楚萍、专职副主席考振柱陪同。

2月 1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蔡宏、

市邮政管理局局长梁同忠，市总工会副主席曹康琳、饶长春、

姜术俊，经审主任丁玉涛等领导到中山市宏昌物流园参加了

市总工会“情暖农民工•留中山过年”新春行动现场慰问活动。

2月 4日，中山市总工会召开中山工匠•身边好员工迎新

春座谈会，市总工会副主席曹康琳出席会议，来自制造业的

10位中山工匠、身边好员工代表参加。



- 2 -

2月 4 日，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副主席饶长春

率慰问组前往深中通道施工现场开展“情暖农民工·留中山过

年”新春慰问活动，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崖岗，深中

通道项目工联会主席杨阳，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钟辉虹

参加了慰问活动。

2月 9 日，中山市总工会召开会议，专题传达学习贯彻

市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暨市“两会”会议精神，并结合市委全

会和“两会”精神对开展工会工作作出部署。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蔡宏出席会议，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武

康荣主持。市总工会及下属事业单位全体人员参加。

2月 8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蔡宏率

慰问组到市公交集团困难职工高某家进行春节走访慰问。市

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副主席饶长春、公交集团党委书

记阮少华、公交集团工会主席陆国业参加了慰问活动。

2月 9 日，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委主任丁玉涛参加中山市快递行业

疫情常态化防控暨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宣贯活动。

2月 10日，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党总支部书记、常务

副主席武康荣率队开展春节走访慰问工会老党员活动。

2月 13日，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市卫健局局长

梁卫华，火炬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谭梅山，市总工会副主席

曹康琳、饶长春、姜术俊，经审会主任丁玉涛等到火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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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疫情防控集中医学观察点，对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

人员进行春节慰问。

2月 19日，市委书记赖泽华，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欧

阳贵有，市委常委、秘书长李长春到市总工会开展新春走访

慰问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蔡宏陪同。

2月 22日，市总工会机关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暨组织生

活会。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党总支部书记、常务副主席武

康荣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山市委书记赖泽华到工会调研的讲话精

神。市总工会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了会议。

3月 1 日，中山市总工会举行新入职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见面座谈会。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副主席饶长春，

有关镇街总工会专职副主席以及新入职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等 40多人参加座谈。

3月 2 日下午，中山市第十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

进集体评选表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市总工会召开。市委副

秘书长陈福兴、市府办四级调研员张爱科，市劳模评委会办

公室主任、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以及

市第十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评选表彰委员会

委员、办公室成员近 30人参加会议。

3 月 4 日上午，“中国梦·劳动美——永远跟党走、奋进

新征程”主题宣讲活动暨中山市工会界别政协委员工作站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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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仪式在南朗镇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市政

协党组书记、主席唐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

席蔡宏，市二级巡视员杜绮玲等领导出席活动。

3月 14日，中山市总工会在完美金鹰广场举办“送岗位、

送法律、送技能、送保健”大型现场招聘活动，市总工会领导

班子成员武康荣、曹康琳、饶长春、丁玉涛、姜术俊等参加

了活动。

3月 12至 16日，市总工会副主席曹康琳带队到石岐街

道、港口镇、南区街道、东升镇等镇街总工会开展意识形态

工作专题调研，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加

强对职工思想动态的分析和研判，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

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3月 16日，中山市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召开第十六届

三次全体会议。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

党组成员、副主席曹康琳，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丁玉涛出

席会议，经审会副主任、四级调研员吴泽华主持会议。会议

通报了市总工会 2019 年度经费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结果及整

改情况，审议通过了《市总工会本级 2020 年度经费收支决

算（草案）》《市总工会本级 2021 年度经费收支预算（草

案）》和《关于 2020年工会经费审查工作情况和 2021年工

作安排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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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2日下午，中山市总工会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部署要求，动员部署市总工会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市总工

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

市总机关和下属事业单位全体工作人员及离退休干部参加

会议。

3月 26日上午，中山市总工会召开十六届二次全委（扩

大）会议。会议总结回顾了 2020 年我市的工会工作情况，

研究部署 2021 年工作任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欧阳贵

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等

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由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

康荣主持。

3月 29日，中山市总工会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召开会议，部署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会议由市总工会党

组成员、副主席、二级调研员、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

长兼办公室主任曹康琳主持，办公室各工作组成员参加会

议。会上听取了各工作组分别对上一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做了

汇总报告和工作计划，对下一阶段的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部

署。

4月 2日，市总工会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研讨会。

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主持会议，市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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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二级调研员曹康琳，市总工会党组成

员、副主席饶长春，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丁玉涛，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姜术俊等参加会议。研讨会传达

学习了市委书记赖泽华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市管干部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研讨班暨 2021年干部教育培训班上的讲话，

并围绕专题辅导内容进行集中学习和研讨交流。

4月 12日，市总工会召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第二次

会议，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市总工会

党组成员、副主席、二级调研员曹康琳，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经审会主任丁玉涛，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其他成员等参加

会议，会议由曹康琳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福建考察时的讲话精神，讨论《市总工会党史专题宣讲方案》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调研活动方案》《“我

为职工办实事”实践活动实事清单》等工作方案，总结上阶段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4月 13日上午，中山市总工会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备

课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研讨、备课，确保高质量完成党史

学习教育宣讲任务。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二级调研

员曹康琳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

丁玉涛，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挂职）姜术俊参加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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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3日下午，中山市第十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

进集体评选表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市总工会召开，专题研

讨中山市第十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推荐名单，

落实评选工作任务。市委副秘书长陈福兴、市府办二级调研

员李绮嫦，市劳模评委会办公室主任、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出席会议。

4月 13日，省总工会研究室主任张曼率队到中山开展广

东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四五”发展规划专题调研。市总工

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

春，市总工会、镇街总工会领导干部，全国劳动模范代表王

冰，社会化工会工作者，企业一线员工等参加了调研座谈会。

4月 23日，中山市总工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

大）会议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报告会，会议由市总工会

党组成员、副主席、二级调研员曹康琳主持，市总工会机关

全体工作人员及离退休干部、下属事业单位全体工作人员及

离退休干部参加会议。

4月 26日，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络指导

一组到市总工会走访了解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市总

工会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副主席曹康琳以及市总工会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人员参与调研。

4 月 30 日晚上，“中国梦·劳动美”广东工人艺术团送文

艺下基层庆“五一”中山专场演出在中山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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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

中山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市二级巡视

员杜绮玲，中共中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余华

涛，中石化中山分公司党委书记周炜，中山市总工会党组成

员、副主席、二级调研员曹康琳，中山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饶长春，中山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丁玉涛，

中山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挂职）姜术俊等领导出席

晚会。

4月 30日，由市总工会主办，市工人文化宫承办的“中

山市劳模工匠风采展”在市工人文化宫二楼展览厅开幕。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市总工会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市二级巡视员杜绮玲，市

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余华涛，中国石化中山石油分公司党委

书记周炜等领导出席展览仪式并揭牌。

5月 6 日，市总工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 2021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山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等出席

会议。

5月 11日，市总工会召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第三次

会议，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党组成员、

副主席、二级调研员曹康琳，党组成员、副主席（挂职）姜

术俊，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曹



- 9 -

康琳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

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调研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精

神，讨论研究了迎接建党 100周年的活动安排，并根据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汇报提出意见建议。

5月 13日，由中山市总工会主办的“中国梦 劳动美——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全市职工演讲比赛决赛在中山市工

人文化宫举行，中山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

荣出席并讲话，中山市水务局二级调研员陈思达，市总工会

党组成员、副主席（挂职）姜术俊等领导参加活动。

5月 13日，梧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

远洲率队到中山市工人文化宫调研。中山市总工会党组副书

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市二级巡视员杜绮玲，市总工会党

组成员、副主席（挂职）姜术俊等领导陪同调研。

5月 18日，市总工会在市委党校举办全市社会化工会工

作者业务培训班。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

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饶

长春主持开班仪式。

5月 24日，由中山市工会界别政协委员工作站、中山市

劳模协会主办的“咱们工人心向党 重振虎威有力量”主题宣

讲活动在南朗镇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市政

协主席唐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蔡宏，市

二级巡视员、政协专职委员杜绮玲，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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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荣，市政协农业农村委主任陈玉琼，市政协联络工委主任

张平，南朗镇党委书记叶新雄、镇长许行参加活动。

5月 25日，召开中山市总工会第七届女职工委员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

席蔡宏，省总工会女职委副主任、女职工部部长黄珣，市总

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市妇女联合会二级调

研员刘浴平，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春等领导出席

会议。

6月 4 日，市总工会召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第四次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的重要指

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学好“四史”，永葆初

心、永担使命》。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市总工会

党组成员、副主席、二级调研员曹康琳主持。

6月 8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蔡宏会见了香港工会联合会助理秘书长兼内地中心总

主任陈秀钦访问团一行。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

武康荣，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挂职）姜术俊参加座

谈。

6月 11日，市总工会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工作会

议，市委党史学习教育第九巡回指导组到会指导工作，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市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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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全体成员及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人员参

加会议。会议传达省委、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工作任

务和有关要求，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就

近期市总工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做了详细汇报。

6月 17日，中山市召开全市基层工会建设工作会议，传

达落实广东省基层工会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议要求，研究新

时期全市工会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部署下一阶段基

层工会建设工作任务。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

康荣出席并讲话。

6月 18日，“把一切献给党·劳动创造幸福”2021年全国

职工主题阅读活动广东省总工会专场暨中山市职工党史主

题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山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中华全国总

工会副主席巨晓林，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领导小组副组

长、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王娇萍，广东省总工会

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冯建华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向活动的

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

组书记、主席蔡宏，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

荣，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第三组成员、广

东省医保局机关党委四级调研员李一强，中共中山市委党史

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第九组副组长、市府办四级调研员程晓

航等领导参加了现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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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2日，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第三组副组长、

省总工会二级巡视员刘国斌，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第

一组组长、市司法局二级调研员冯荣球一行先后到建纶电器

工业（中山）有限公司和工会界别政协委员工作站、职工服

务中心开展巡回指导工作，扎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有力有序

开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组长、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市二级巡视员、政协专职委

员杜绮玲，市总工会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党

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南朗镇党委副书记钟向宗，

南朗镇人大主席、总工会主席高灿雄等领导陪同调研。

6月 28日，市工会界别政协委员工作站与市总工会维权

服务和社会工作部联合举办“有事好商量，和谐促发展”——

推动建立多形式多层级劳资沟通协商机制基层协商座谈会，

进一步发挥政协协商议事平台的优势，推动创建和谐劳动关

系，切实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

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市政协副主席林少棠，市二级巡

视员、政协专职委员杜绮玲参加座谈会。

7月 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山市总工会积极动员组织全市工会干

部和广大职工群众收看现场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和“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

的重要讲话。当日下午，市总迅速召开机关党支部党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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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机关全体党员干部结合工作谈体会。

6月 30日，中山市总工会党总支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主

题党会，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党总支部书记、常务副主席

武康荣围绕“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好’”，为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讲党课。会议还学

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七一勋

章”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话。

6月 30日，中山市召开工会系统机关干部蹲点联系工作

座谈会，研究部署蹲点联系基层工作。省总工会二级调研员、

蹲点干部蓝智毅，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春，火炬开发区总工会专职

副主席考振柱出席会议。

7月 6 日下午，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

组书记、主席蔡宏率队到中建三局中山市未达标水体综合整

治工程（小隐涌流域）项目、中山东环高速公路项目香山大

桥段施工现场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春参加

了慰问活动。

7月 9日，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第三组副组长、

省总工会二级巡视员刘国斌带队到市总工会调研中山市党

史学习教育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党史学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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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林锐熙参加调研。

7月 13日，中山市总工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干部动员大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出席会议，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

参加会议。

7月 14日，广东省民营企业工会联合会主席黎巧梅率省

总工会劳资沟通协商调研组到我市开展调研督导工作，中山

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市总工会党组成

员、副主席饶长春参加了调研。

7月 15日，省总工会一级调研员、实业发展中心负责人

庄江明，省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陈慧玲，省总

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副部长陈灶和，省总工会财务与

资产管理部三级调研员李克修一行到市退休职工活动中心、

火炬开发区及神湾镇工人文化宫拟建地等开展调研指导工

作。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党组成员、

副主席、二级调研员曹康琳，神湾镇党委书记林伟强，党委

副书记、镇长候选人林浩东，火炬开发区总工会专职副主席

考振柱，神湾镇人大主席、总工会主席李明生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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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0至 21日，广东省总工会职工服务部副部长赵婕

率东莞、河源、韶关、汕尾等市总工会职工心理服务负责相

关同志联合华南师范大学职工心理服务课题组一行 15 人，

到我市开展职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深调研工作。中山市

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饶长春陪同调研。

7月 22日下午，中共中山市总工会总支部委员会党员大

会在市总工会三楼会议室召开，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春主

持会议。会上，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代

表上一届党总支部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并带领全体党员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总支部委员会书记、

副书记和委员，52名党员参加大会。

7月 21日，市人大办、市总工会、市人民医院联合召开

对口帮扶广宁县洲仔镇洲仔社区联合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总

结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煜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凯，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

康荣，市人民医院院长李斌飞及联合派驻的三位扶贫干部参

加了会议。

7月 26日，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

记、主席蔡宏同志以“在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学习领悟中国工

人运动、工运事业的磅礴力量”为主题，为全体党员干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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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带领大家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推动新时代中山工运事业和工

会工作创新发展。

7月 28日，中山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机关党支

部书记饶长春同志以“从毛泽东诗词中感悟长征精神”为题，

为机关党员干部职工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传达学习了习近

平同志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的

讲话精神。

7月 29日，中山市总工会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宣讲备课会，扎实推进工会系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宣讲工作。中山市总工会党

组副书记、党总支部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春，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经审会主任丁玉涛，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挂职）姜

术俊参加会议，会议由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二级调

研员曹康琳主持。

8月 6 日，中山市总工会第十六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召开

第四次全体会议。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

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丁玉涛出席会议，经审会副主任、四

级调研员吴泽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市总财经

事业部关于 2021 年上半年本级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委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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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针对拨补镇街总工会专项资金沉淀问题和使用效果情况

展开讨论。

8月 9 日，中山市总工会召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第

六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部署下一阶段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市总工会党组

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

第九组组长林文正，副组长程晓航，市总工会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

主席、二级调研员曹康琳主持。

8月 11日，“咱们工人心向党 重振虎威有力量——中山

工人运动和工会历史展”在市工人文化宫二楼展览厅开幕。省

总工会二级巡视员刘国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林锐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出席。

8月 13日上午，中山市首家快递从业员职工服务中心暨

爱心驿站在三角镇挂牌成立。中山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

务副主席武康荣，中山市邮政管理局局长梁同忠，中山市总

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春，中山市三角镇党委副书记冯

伟雄等领导出席了职工服务中心及爱心驿站揭牌仪式。

8月 16日，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谢炳生率队来中

山调研基层联系线点工会工作及看望慰问劳动模范。省总工

会财务与资产管理部部长张东升、一级主任科员郝小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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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党组成员曹康琳、

丁玉涛、姜术俊陪同调研和慰问活动。

8月 20日，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

记、主席蔡宏以《学习“七一”重要讲话、体悟历史伟力，团

结带领广大职工奋进伟大征程》为题，为市总工会和下属事

业单位机关党员干部职工上了一堂生动的专题党课，促进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8月 23日上午，中山市快递行业交通安全示范岗启动仪

式在市文化艺术中心正门前广场举行。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经审委主任丁玉涛代表活动举办单位致辞。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

永军，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曹康琳，市邮政管理局党

组书记、局长梁同忠，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朱莉，市快递行

业协会会长周树康，劳模代表韦艳梅、陈振光等出席仪式并

为快递交通安全示范岗车辆揭牌。

8月 25日，中山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卫健局和市消

防救援支队在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香

山工匠杯”2021 年中山市企业消防安全技能大赛暨争做职业

健康达人活动启动仪式。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谢炳生，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市总

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

长葛长荣，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立波，市卫健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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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员、副局长李翠萍，团市委挂职副书记闫文静，三角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凯航等领导参加了本次活动。

8月 26日，中山市工会界别政协委员工作站（火炬开发

区）和火炬健康基地职工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在火炬开发区健

康基地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市领导陈文锋、蔡宏、林少棠，

省总工会二级巡视员刘国斌出席活动。

8月 26日，由市政协、市总工会、火炬开发区党工委指

导，市工会界别政协委员工作站在火炬开发区国家健康基地

党群服务中心举办“有事好商量，和谐促发展”——推动建立

多形式多层级劳资沟通协商机制基层协商座谈会，市领导唐

颖、蔡宏、林少棠、刘志伟、李庆，省总工会二级巡视员刘

国斌，市二级巡视员、工会界别专职政协委员杜绮玲出席了

座谈会。

9月 3日，广东省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冯建华，

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陈慧玲一行到中山市华南现代

中医药城党群服务中心工会界别政协委员工作站实地调研。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市二

级巡视员、工会界别政协专职委员杜绮玲，及南朗街道党工

委相关领导陪同调研。

9月 7 日下午，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跃飞率领由

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律师代表、媒体代表、基层代

表一行 7人组成的市第四届“谁执法谁普法”履职评议活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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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考查组，到市总工会进行履职评议活动实地考查。市总工

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

春，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丁玉涛，市总工会四级调研员吴

泽华参加了实地考查活动。

9月 8 日中午，中山市总工会、中山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工会联合举办顺丰集团工会广东区域职工万人集中入会仪

式，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市邮政管理

局局长梁同忠，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春出席活动。

顺丰粤西区工会主席邓晓燕主持活动。30多名“快递小哥”现

场入会。

9月 9 日下午，中山市总工会到火炬开发区召开干部蹲

点工作座谈会。中山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

荣，省总工会二级调研员、蹲点干部蓝智毅，市总工会党组

成员、副主席饶长春，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委员会主任

丁玉涛，火炬开发区总工会专职副主席考振柱等参加会议。

9月 15日上午，广东省总工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成

功召开十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总工会主席吕业升主持会议并讲话。本次会议设置主会场

和分会场，广东省总工会第十四届常委会成员、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中山市分公司管理员韦艳梅，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市总工会党组成员曹康琳、丁玉涛及市

总机关和下属事业单位干部，于中山市总工会分会场参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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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总十七届十次主席团会议精神。陈伟

东同志作省总十四届三次全委会议以来的工会工作情况和

下一步重点工作安排的报告，杜玲同志就《广东工运事业和

工会工作“十四五” 发展规划》作说明，张振飚同志就开展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集中行动作工作安排。

9月 17日晚，由中山市总工会主办的“咱们工人心向党

重振虎威有力量”2021 年中山市五一工人艺术团专题文艺晚

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欧阳贵有，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蔡宏出席。

9月 17日下午，中山市总工会召开镇街工会工作专题座

谈会，传达贯彻省总工会第十四届常委会第三次（扩大）会

议精神，推动各镇街总工会压实责任，督导 2021 年各项重

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

康荣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春主

持会议，各镇街总工会专职副主席，市总工会组织部、维权

服务部负责同志参加了座谈会。

9月 23日下午，中山市总工会举办金嘉数字媒体产业园

工会联合会、职工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互联网行业集中入会

活动。广东省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一级调研员周驷耕，

中山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等领导出席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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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4日上午，省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一级调研员

周驷耕带队到中山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工作调

研，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春陪同调研。

9月 25日上午，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党总支部书记、

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带领党员干部前往南区参加全市爱国卫

生志愿服务统一行动日活动，进一步向职工群众倡导文明健

康、绿色环保，积极践行“我为职工办实事”党员志愿服务。

9月 26日上午，中山市总工会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

干部开展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观看了《特权之蚀》，并前往参

观中山市党建展览馆，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

9 月 26-27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一级

巡视员闵迎秋带队莅临中山调研，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欧

阳贵有会见了调研组一行。全总劳动和经济工作部劳动竞赛

处处长李实，广东省总工会经济工作部部长张祖耀，中山市

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党组成员、经审委

主任丁玉涛等陪同调研。

9月 28日，中国职工对外交流中心秘书长马进、副秘书

长常品超率队到我市香港工联会中山咨询服务中心开展调

研并召开座谈会，中国职工对外交流中心港澳联络处处长王

国卿，广东省总工会交流中心主任王学真，中山市总工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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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春，

香港工联会内地咨询服务中心副总主任兼广州中心主任邵

建波、中山中心主任潘志辉等陪同参加调研。

10月 11日，中山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

康荣率工作组赴工布江达县考察对接对口支援项目。工布江

达县委常务副书记、中山市第九批援藏工作组组长何立，工

布江达县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县长、中山市第九批援藏工

作组副组长张周伟，工布江达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蓝鹰，

工布江达县总工会主席尼玛央金以及工会干部参与调研。

10月 27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

书记、主席蔡宏带领领导班子成员和全体党员与花苑社区党

委开展结对共建主题党日活动，为花苑社区 8户受助家庭办

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市总工会其他领导干部曹康琳、饶

长春、丁玉涛、吴泽华也分别带队上门慰问受助对象。

11月 2日至 4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

书记、主席蔡宏同志率考察组，赴贵州省六盘水市总工会进

行调研并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六盘水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刘静，六盘水市总工会党组书

记、副主席吴世平，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杜瑜，钟山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谌洪举，钟山区总工会

党组成员、副主席文坤，中共盘州市委副书记姚斌，盘州市

委常委、副市长、中山市派驻六盘水市盘州市工作组组长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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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盘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陈亦丽参与调研。

11月 5日，中山市总工会召开专题会议，学习传达“转

作风、再出发、开新局”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有关精

神，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

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总工会领导班子成

员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11月 9日至 10日，中山市非公企业工会干部培训班在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

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中山火炬职业

技术学院党组副书记、院长叶军锋致欢迎词。

11月 11日至 12日，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

会党组书记、主席罗军文率队到我会调研交流工会工作，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率我会相

关领导及部室负责人参与调研。

11月 11日至 12日，中山市总工会举办全市镇街干部培

训班，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出席开班仪

式并讲话。

11月 13日至 14日，由中山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山市总

工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育体育局联合承办的中

山市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在中山市全民健身广场举办。

11月 15日，由中山市总工会主办、火炬开发区总工会

承办的“把一切献给党•劳动创造幸福”全省职工百场党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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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阅读活动中山市总工会专场暨中山市产业工人队伍思想

政治引领示范基地、示范园区和示范点授牌仪式在武藏精密

汽车零部件(中山)有限公司顺利举行。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工会主席蔡宏，中山市总工会党

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参加活动。

11月 16日，中山市总工会举办全市工会财务经审工作

业务培训班。省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审计办主任

杨谷清，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市总工

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丁玉涛出席开班仪式。

11月 17日下午，“把一切献给党·劳动创造幸福”全

省职工百场党史主题阅读活动中山市总工会专场在广东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山供电局举行。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参加活动。

11月 22日，省总工会职工服务部部长陈昭庆率省总工

会评估验收组对我市 2021 年创建的“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

驿站”“职工服务中心示范点”开展评估验收工作。市总工

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春陪同评估验收。

11月 24日下午，中山市总工会召开传达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干部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会议还传

达学习了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市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及

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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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出席会议并讲话。

11月 22日，市政协、市总工会在中山火炬开发区智慧

健康小镇健康基地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举办“有事好商量 聚

力促发展——创建美丽园区 助推乡村振兴”专题协商会，

市政协主席唐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蔡宏，

市二级巡视员、市工会界别专职政协委员杜绮玲出席会议。

市政协、市总工会、市美丽园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相关领导，以及市政协委员、美丽园区创建单位代表、职工

代表参加座谈。

11月 24日下午，为进一步落实市委“转作风、再出发、

开新局”工作部署，市总工会机关党支部开展“转作风、再

出发、开新局＂主题党日活动。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结合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围绕主题深入思考，探讨中山工会

工作改革创新新思路、新做法。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党总

支部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带头发言并讲话。市总工会党

组成员、机关党支部书记、副主席饶长春主持会议。

11月 26日，“凝聚力量再出发 勇立潮头开新局”2021

年中山市身边好员工事迹分享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市总工会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等领导出席活动。

11月 29日，中山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推进会

在市会议中心顺利召开。市委副书记、火炬开发区党工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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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陈文锋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梁子

财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

席蔡宏介绍我市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进展情况。

11月 30日，中国建设银行中山市分行举行“新时代金

融职工讲习堂”揭牌仪式。副市长叶红光，市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张忠诚，市金融局副局长刘东生，中

山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武康荣，人民银行中山中心支行副行

长黄海武，建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工会主席邓竞，建行广

东省分行党群工作部副总经理杨晓雯，建行中山市分行党委

书记王玉新及党委班子成员出席揭牌仪式。

12月 3日，中山市总工会召开专题会议，学习传达省委

书记李希到中山市调研的讲话精神，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

会上认真回顾了市总工会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以及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并认真部署下一阶段工会工作。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出席会议

并讲话。

12月 7日，广东省总工会联合香港工联会、澳门工联总

会共同发起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联盟，我市王冰创新工作室、李斌飞创新工作室、吴日然创

新工作室和高锋创新工作室共 4个省级及以上劳模和工匠人

才创新工作室加入联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

组书记、主席蔡宏率市总党组成员到 4个联盟成员单位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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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揭牌。

12月 4日，由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

农业农村局等联合举办的中山市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香山工匠杯”2021年花木工匠技能竞赛在横栏镇五沙花木

基地隆重举行，省总工会职工技术协作中心主任关文强，市

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立波，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

审查委员会主任丁玉涛，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袁旺胜，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级调研员林健荣等领导出席活

动。

12月 8 日，广东省总工会在中山举行 2021 年广东省劳

资沟通协商工作经验推广活动。广东省总工会一级巡视员张

振飚出席活动并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子财会见了

与会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蔡宏出席了活动并致辞，中山市总工会二级巡视员、中山市

工会界别专职政协委员杜绮玲，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

副主席武康荣，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春参加活动。

12月 9日，中山市总工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

大）会议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宏，市总工会领导

班子成员、市职工思政教育讲师团成员、市总工会机关和下

属事业单位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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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日，广东省总工会一级巡视员张振飚率队到中山

市华南现代中医药城产业园区工会界别政协委员工作站实

地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

宏，市二级巡视员、工会界别政协专职委员杜绮玲，市总工

会及南朗街道党工委相关领导陪同调研。

12月 28日，六盘水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市总工会主席刘静，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倩一行到

中山市调研交流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

书记、主席蔡宏会见了调研组一行，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主席武康荣，党组成员、副主席、二级调研员曹康琳，

党组成员、副主席饶长春等领导陪同调研。

12月 31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

书记、主席蔡宏带领党员干部深入中山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党

支部开展结对共建活动。双方召开了工作座谈会，并在会后

到顺丰速运三角金鲤速运营业点与“快递小哥”深入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