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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总工会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自评报告

一、部门情况

（一）部门概况

江门市总工会是各市、区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及市属基

层工会组织的领导机关，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江门市总工会由市委和广东省总工会领导，其主要任务是围

绕全市工作大局及市委、省总工会的指示、决定，确定全市

工会工作任务，指导全市工会工作，贯彻执行市工会代表大

会的决议；突出强化工会的维护职责，指导各级工会履行工

会的维护、建设、参与、教育等社会职能；推动各级工会建

设和改革，推进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搭建职工服务平台和

阵地，为会员提供精准化服务；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核心，

不断扩大工会工作覆盖面，发挥工会组织枢纽作用，组织开

展困难职工帮扶、职工互助互济等工作；开展职工素质提升

工作、职工宣传思想工作；不断提高工会为职工群众和基层

的服务能力与水平。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构成情况

江门市总工会内设 7 个部室，分别为办公室、人事部、

经济工作部、维权工作部、组织建设和宣传教育工作部、财

务与资产管理部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下属 2 个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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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分别为：江门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公益一类）、江门

市工人文化宫（公益二类）。

江门市总工会机关共有行政编制 23 名（其中含单列编

制 1 名），实有在职人员 21 人（含原管理方式雇员 1 名，其

中军转干部 1 人，不占编制），机关雇员 2 人，离退休人员

33 人。江门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编制 5 名，在编在职实有人

数 5 名，离退休人员 2 名。江门市工人文化宫编制 15 人，

在编在职实有人数 10 人，退休人员 30 人（不含原江门市职

工业余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9 名退休人员）。

（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牢牢把握工会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强化理论武装，市总工

会党组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学懂弄通做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召开专题报告会、

学习交流会、理论研讨会、中心组学习等形式，持续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突出党建引领，深化“大学习、深调研、

真落实”，打造“红色+学习型工会”党建品牌，推动党建和

业务“双融合”“双促进”，在推动“我为职工办实事”实践

活动、建会入会、民主评议工会主席、评议依法行政等工会

重点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2.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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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大职工群众中去。不断强化建会入会，夯实党执政的阶

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组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宣传宣讲，推动全市工会系统掀起党史学习教育高潮。维

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建立部门间情报共享、应急响应十项

机制。

3.凝聚奋进力量，团结动员广大职工投身江门侨乡创新

发展伟大实践。落实全过程民主，创新依法治会机制。坚持

“开门办会”“工事公办”，建立实施人财物等制度。打造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重点推动产训结合、

校企合作，探索建立产业转型升级与蓝领人才培育深度融合

模式。编制江门工会“十四五”规划。

4.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竭诚为广大

职工服务。打造共同富裕职工服务体系。巩固解困脱困成果，

建立常态化解困脱困机制。深化“互联网+”工会，创新工

会服务。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

5.落实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全面完成市十大重

点民生实事。优化职工书屋阅读资源配置。打响“科技杯”

创新创业大赛品牌，引导投资与创新互促发展。联合人社部

门开展“广东技工”三大工程技能培训，2 万名职工获益。

（四）预期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情况

2021 年，预期确保足额、及时、准确发放人员经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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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人员队伍稳定，保障部门工作的正常开展，提升部门服务

履职能力。组织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开展职工素质提升培训，

参与“科技杯”创新创业大赛，组织基层工会开展不少于 10

个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竞赛；对 30 个竞赛情况进行视

频拍摄；组织不少于 30 个企业参加创新创业大赛，为职工

提供法律咨询及维权部务。做好我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

对患重大疾病的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实施医疗救助，缓解他们

的经济压力，发放财政资金 30 万元，其余资金由工会经费

弥补。完成我市全国和省五一劳动奖章（状）的推荐评选工

作，召开劳模座谈会，会议开支严格要求标准执行，安排财

政资金 7.65 万元，其余资金由工会经费弥补。安排财政资金

发放市直离退休劳动模范荣誉津贴 10 万元。使用财政资金

发放工人文化宫人员经费 166.37 万元，其余资金由工会经费

弥补。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从部门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情况来看，自评完成情况

“优秀”。

（二）预算编制及执行情况

1.预算编制情况

2021年预算总额1318.1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

1001.08万元，占支出预算75.95%；项目支出预算317.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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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支出预算24.05%。年初预算由业务部门提出，财务部门汇

总提出意见后，经党组会议审议通过报财政局。

2.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支出完成 1622.1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

1130.35 万元，占支出总额的 69.68%；项目支出为 491.80 万

元，占支出总额的 30.32%。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全部完成年

初预算计划。支付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财经纪律，所有支

出符合《江门市总工会机关财务管理暂行规定》，由业务部

门整理完整的原始凭证后提出支付申请、复核，财务部门负

责审核，分管业务领导和分管财务领导审批后形成完整审批

流程。所有财政资金都做到支付规范、及时，不存在截留或

挪作他用，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所有项目责任到人，确

保项目有专人负责，定期通报项目支出进度。

（三）绩效分析

1.产出指标

开展 15 个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全市性职业技能竞

赛共 50 多个行业（工种），开展竞赛 250 多场次，参与职工

6 万人次。积极组织和号召各级工会围绕各级政府重点工程

项目开展职工劳动竞赛、提合理化建议等群众性竞赛活动，

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全市性的职业技能竞赛，提升职工业务技

能和服务水平。大力支持市直基层单位开展职工职业技能竞

赛，分别与供电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残联、市人社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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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健局、市消防局、人民银行江门市中心支行、市教育局等

15 多个行业联合开展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与人社局共组织全

市性共 50 多个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竞赛，其中市一类

竞赛项目 23 个，市二类竞赛项目 29 个，完成项目支付金额

95 万元，完成预算金额的 100%。

推荐我市先进个人和集体共 24 个，开展劳模宣讲活动

75 场。评选 2021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名、全国五一劳动

奖状 1 个、全国工人先锋号 1 个；省五一劳动奖状 8 个、省

五一劳动奖章 13 名。通过拍摄劳模事迹宣传片，汇聚正能

量、树立新风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组织劳模进园区、进企业、进校园，开展宣讲活动 75 场。

召开劳模座谈会使用财政资金 7.54 万元，完成预算金额的

100%。

发放 55 名市直离退休劳动模范津贴。按季度发放津贴

9.78 万元，完成预算金额的 100%。

对 80 户帮扶对象实施帮扶救助。坚持依规建档、依档

帮扶、精准施策、实名制发放。全市共核实认定 80 户困难

职工开展专项医疗救助，其中市直 7 户，蓬江区 6 户，江海

区 0 户，新会区 27 户，台山市 13 户，鹤山市 11 户，恩平

市 15 户，开平市 1 户。发放标准按市财政因病致困专项帮

扶资金总额 30 万元与 80 户帮扶对象医疗费用个人自付总额

233.84 万元占比分配全额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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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工人文化宫 10 名在编人员、30 名退休人员经费，

开展活动 76 场次，服务职工 2 万人次。江门市工人文化宫

为市总工会下属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是全市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

是工会组织维护职工精神文化权益的重要载体，是职工群众

学习知识、培养才干、进行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文化宫制

定的产出指标为工人文化宫举办及服务的活动数量，预期举

办及服务的活动数量为 60 场次。一年来，举办各类大型文

化展览、职工创新成果展 11 期；提供场地服务各级工会、

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文化社团，全年接待会议、培训、

宣讲会、健康讲座、合唱等各类型活动 76 场，超额完成项

目预期的产出指标。

建立基层网格管理工作队伍1100人。工资集体协商完成

率100%。34名工会律师团律师担任77家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工

会法律顾问。建立重点隐患企业台账23个、劳动关系监测点

25个。建立工会工作“三支队伍”（社会化工会工作者145

人、劳动争议义务调解员812人、职工文体兴趣小组4415人）

工作机制。

2.效益指标

打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我会新时

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走在全省前列，是全省“产改”

试点城市之一。我会坚持立足于市委“1+6+3”工作部署要



8

求，围绕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广

东技工”“南粤家政”“粤菜师傅”三大工程，通过举办不同

行业职工技能竞赛，以赛促训，发现高素质人才，使我市的

技术骨干不断壮大，高技能人才不断涌现，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的机制体制及综合素质符合建设社会义现代化新侨都的

需要。联合人社部门开展“广东技工”三大工程技能培训，

2 万名职工获益。投入资金 50.7 万元，推进农民工“劳动创

造幸福——求学圆梦行动”，500 名职工取得技能补贴，107

人取得学历补贴。推评 14 名个人和 10 个集体受全总、省总

表彰；累计创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177 家。

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模、爱护劳模、学习劳模、争当

劳模的良好风尚。要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造就一支宏大的

产业工人队伍，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提高

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

财力和技能保障。

打造共同富裕职工服务体系，困难职工的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巩固解困脱困成果，建立常态化解困

脱困机制，通过监管部门间信息共享，提高帮扶对象甄别效

率。每年开展医疗救助活动，专注于解决我市困难职工因病

致困帮扶工作。随着帮扶措施、帮扶力度的不断提升，使困

难职工感受到来自工会“娘家人”的温暖，工会与会员的粘

性更加紧密。来自于社会、基层工会、职工群众的对工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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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满意呼声也越来越高。

发挥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小组牵头单位作用。建立部

门间情报共享、应急响应十项机制，组建由区域性网格管理

员、企业网格员、企业工会主席组成的基层网格管理工作队

伍，探索运用大数据开展维权服务网格化管理，有效防范敌

对势力向劳动领域渗透。建立工会工作“三支队伍”工作机

制不断优化，增强了全市基层工会组织活力和粘性。

落实全过程民主，创新依法治会机制。坚持“开门办会”

“工事公办”，建立实施人财物等制度 30 余项。全面铺开工

会主席网络述职、会员民主评议，开展评议活动 2158 场，

实现 100 人以上非公企业全覆盖，参评会员 21.3 万人，提

出意见建议 1.08 万条。主动服务法治政府建设，发动 29 万

会员评议市县 54 个行政部门、74 个镇（街），助力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开展“我为侨乡‘十四五’建言

献策”活动，征集会员意见建议 1059 条。

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主动对接政府公共惠民服务资源，全面完成15个纳入市

级“民生微实事”的工会实事项目。开办“快乐暑期”职工

子女托管班20个。

（四）资产情况分析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及下属各行政事业单位

实有国有资产总额 936.246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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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0%；固定资产 936.246 万元，占比 100%；无形资产 0

万元，占比 0%；在建工程 0 万元，占比 0%；公共基础设施 0

万元，占比 0%；政府储备物资 0 万元，占比 0%；文物文化

资产 0 万元，占比 0%；保障性住房 0 万元，占比 0%；

按单位性质分，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总额 936.246 万元，

占比 100%；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总额 0 万元，占比 0%。

在本部门及下属各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总额 936.246

万元中，土地、房屋及构筑物账面净值 886.667 万元，占比

94.704%；通用设备账面净值 49.579 万元，占比 5.296%；专

用设备账面净值 0 万元，占比 0%；文物和陈列品账面净值 0

万元，占比 0%；图书档案账面净值 0 万元，占比 0%；家具、

用具、装具及动植物账面净 0 万元，占比 0%。

2021 年度本部门及下属各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原值

总额 1077.162 万元，其中在用固定资产原值 1077.162万元，

占单位使用固定资产总额 100%；无闲置固定资产。本单位无

在用无形资产。

2021 年度本部门及下属各行政事业单位无新增出租出

借资产，2021 年无增减变动。

2021 年度本部门及下属各行政事业单位无新增对外投

资情况，2021 年无增减变动。

2021 年本部门及下属各行政事业单位无处置资产情况。

2021 年，本部门及下属各行政事业单位无国有资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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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本部门、本地区全部为自用，没有资产闲置、出租出借

和对外投资等情况，无资产存量盘活和共享共用情况。

（五）部门整体支出使用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在贯彻新发展理念，职工服务线上线下融合还不够，工

会服务的覆盖范围还不够广、服务形式不够多样化。今后，

我们要加快推动互联网+工会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实施

工会数字转型行动要不断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创新入会方

式，强化服务吸引，将更多的工会会员组织起来、稳固下来，

努力开创江门工会工作新局面，为构建新时代侨都高质量发

展新格局贡献工会力量。

江门市总工会

2022年5月12日


	打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我会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走在全省前列，是全省“产改
	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模、爱护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良好风尚。要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造就一支宏大的
	打造共同富裕职工服务体系，困难职工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巩固解困脱困成果，建立常态化解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