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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UNION
工会工作
２０１５ 年，广州大力加强基层工会建设，激发基层活力有新作为。全市有基层
工会 ４．０７ 万个，涵盖单位 １５．６１ 万家、会员 ４２８．１８ 万人，均创历史新高。
各级工会狠抓“农民工入会集中行动”，全年新发展农民工会员 ９３．３９ 万人，
居全省第一，完成全省近 １／３ 任务。
大力推动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培育近 １００ 家工资集体协商典型企业，全
市有 ４ 家不同类型企业和 ２ 个行业协商典型案例入选省工会集体协商工作案
例选编，名列全省第一，全市共签订集体合同 ２．４１ 万份，覆盖企业 １０．７８ 万
家、职工 ２９５ 万人。
Ｉｎ ２０１５，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ｐｕ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ｐｕ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４０，７００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ｓ，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１５６，１００ ｕｎｉｔｓ ａｎｄ ｂｏａｓｔｉｎｇ
４，２８１，８００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ｂｏｔｈ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ｈｉｇｈ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ｃｒｕｉｔ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９３３，９００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ｓ ｎｅｗ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ａｓ Ｎｏ．１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ｎｅａｒｌｙ
ｏｎｅ ｔｈｉ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ｈａｎｄｅｄ ｄｏｗｎ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ｎｕｒｔｕｒｅｄ ｎｅａｒｌｙ １００ ｍｏｄｅ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ｓａｌａｒ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２ ｔｒａｄ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ａｓ Ｎｏ．１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ｌｓｏ ｓａｗ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２４，１００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ｓｉｇｎｅｄ，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１０７，８００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２，９５０，０００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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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青年风采

１９０

GUANGZHOU

２０１５ 年， 按 照“ 凝 聚 青 年、 服 务 大

Ｉｎ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ａｓ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局、当好桥梁、团要管团”的工作要

ｂｏｎｄ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求，广州围绕全市工作大局，积极发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Ｕｎ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挥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全年评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ｓ ａ Ｂｒｉｄｇ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出 ２０１４ 年度青年文明号标兵 ２０ 个，

Ｌｅａｇｕ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２０

青年文明号 １２４ 个，广州市青年文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Ｙｏｕｔｈ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号创建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１２ 个。目前

１２４ Ｙｏｕｔｈ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ａｎｄ １２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ｒ Ａｗａｒ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全市国家级青年文明号 ５６ 个、省级青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Ｙｏｕｔｈ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ｙ

年文明号 １７３ 个。推广青年文明号集

ｉｓ ｈｏｍｅ ｔｏ ５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Ｙｏｕｔｈ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ａｎｄ １７３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体的社会形象和职业文明，充分发挥

Ｙｏｕｔｈ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青年文明号集体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ｈｅｉｒ

示范带动作用。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搭建“广州青年网”，共发起各类活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ｌｓ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Ｙｏｕｔｈ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ｍｏｒｅ

动 项 目 超 过 ４ 万 个， 提 升 精 品 课 程

ｔｈａｎ ４０，０００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ｄｓ， ｕｐｇｒａｄｅｄ ４６６ ｒｅｆｉｎｅｄ

４６６ 门。开展“每周青年惠”１２ 期，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１２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ｅｅｋｌｙ Ｑｉｎｇｎｉａｎｈｕｉ”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为青少年优选各类产品和服务。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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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EER SERVICE
志愿服务

２０１５ 年，广州扎实开展志愿服务，

Ｉｎ ２０１５，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ａ ｄｏｗｎ－ｔｏ－ｅａｒｔｈ

引导青年广泛参与，形成良好的社

ｍａｎｎｅｒ，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会氛围。连续五年举办志愿服务广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ｈｏ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ａｉｒ

州交流会，为志愿服务各方搭建一

ｆｏｒ ｆ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ｎ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个开放、高效的沟通对接平台，有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效解决“志愿者、项目、资源”不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对称的难题，２０１５ 年第五届志交会

ｆｉｆｔｈ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ａｉｒ （２０１５） ｒａｉ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ｄｓ

筹集社会资源 １０６２ 万元，资助 ６２

ｏｆ １０．６２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６２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６２ ｓｏｃｉａｌ

个社会组织 ６２ 个优秀项目。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深化“志愿时”系统建设，目前“志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ｂｏｏ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ｉｙｕａｎｓｈｉ”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愿时”系统广州地区实名注册志愿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１．２７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ａｌ ｎａｍｅｓ ｉｎ

者 １２７ 万人，贡献 ２２９６ 万小时服务。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２２．９６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ｏｕｒｓ ｏｆ

发挥好全市 ５．４ 万名网络文明志愿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ｌｓｏ ｐｕｔ ｉｎｔｏ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５４，０００

作用，扎实开展网上思想引领和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论引导工作。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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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NAL AND CHILD CARE
关爱妇婴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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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广州围绕全市“稳增长、

Ｉｎ ２０１５，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ｐｕｔ ｉｎｔｏ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ｌ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调结构”中心任务，发挥典型示范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ａｓｋ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ｅａｄ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作用，动员各行业妇女立足岗位建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ａｌｌ ｔｒａｄ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功立业；同时深入开展“最美家庭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ｊｏｂ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ｌｓ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书香飘”、“最美家庭尚廉洁”、“最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ｓ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ｏｓｔ

美家庭享平安”等一系列群众性家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Ｍｏｓｔ Ｈｏｎｅｓ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庭文明实践活动。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全年产生国家级三八红旗手、巾帼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ｂｏａｓｔｅｄ ５ ｎｅ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ｃｈ ８ Ｒｅｄ－

建功标兵 ５ 名，国家级巾帼建功先

ｂａｎｎｅｒ Ｐａｃｅｓｅ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ｐａｃｅｓｅ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ｗｏｍｅｎ

进 集 体、 巾 帼 文 明 岗 ８ 个；１ 名 女

ｐａｃｅｓｅｔｔｅ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ｐａｃｅｓｅｔｔｅｒ ｐｏｓｔｓ． Ｏｎｅ ｗｏｍａｎ ｗａｓ

性当选全国道德模范；推荐产生 １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ｏｎ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ｗａ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户全国“最美家庭”。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ｓｔ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Ｆａｍｉ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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