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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广东省总工会概况

一、主要职能

省总工会是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及省属

企业工会组织的领导机关，省总工会由省委和全国总工会领

导。其机关主要任务是：

（一）根据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工运

方针，引导广大职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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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及省委、全国总工会的指示、决定，

确定本省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任务，贯彻执行省工会代表

大会的决议。

（二）依照法律和《中国工会章程》，组织和指导全省

各级工会贯彻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指导

方针；组织和引导广大职工参与和支持改革；组织动员广大

职工参与创业创新创优；发动职工群众共建生态文明。

（三）组织引导职工积极投身应急和公益行动，参与重

大劳资纠纷的预防排查化解、应急处置、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进一步突出和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妥善处置

因劳资纠纷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建立工会法律顾问制

度，指导工会系统开展法律工作，做好工会法律咨询、法律

援助工作。

（四）负责对有关职工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

究，向省委、省政府及全国总工会反映职工群众的思想、愿

望及要求，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政策、

措施、制度和法规草案的拟定；参与职工重大伤亡事故的调

查处理。

（五）研究制定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规划和制度，指导基

层工会组织建设；组织开展基层工会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六）负责工会理论政策研究，研究制定工会的组织制

度和民主制度；指导各级工会组织开展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

本制度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推动企业建

立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和监督保证机制的工作。

（七）负责职工劳动安全健康和劳动保护工作状况的调

查研究，发挥监督、指导和服务作用；调查研究有关职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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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资、保险、福利等情况，推进职工社会保障和集体福

利事业的发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八）负责省人大代表中的职工代表、工会工作者代表

和省政协工会界别委员的联络工作；根据党委、政府委托，

工会与有关部门做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推荐、评

选、表彰，负责“五一”劳动奖章、奖状获得者的评选、表

彰等工作；利用基层组织网络和阵地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

（九）负责工会经费和工会资产的管理、审查、审计工

作；研究制定工会组织兴办职工劳动福利事业的有关制度和

规定；负责对工会兴办的职工劳动福利事业的指导、协调工

作；支持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等公募基金会及工会组织创

办的公益类社会组织发展壮大。

（十）负责工会国际联络工作，发展同各国工会组织的

友好关系；负责与港澳台地区工会的联络交流工作。

（十一）协助各地级以上市党委和省直有关部门党组管

理各市总工会和省级产业、行业工会及直属企业工会领导干

部；指导各级工会组织加强自身改革和建设；指导工会组织

干部队伍建设，研究制定工会干部管理制度和培训规划，负

责市、县总工会和省级产业、行业工会及大中型企事业单位

工会干部的培训工作。

（十二）承办省委、省政府和全国总工会交办的其他任

务。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2018年度，纳入本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

2个，分别是广东省总工会本级和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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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广东省总工会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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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广东省总工会 2018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年初结转和结余说明

2018年初结转和结余 10万元，为 2017年离退休人员经

费。

二、收入决算说明

2018年收入决算 17,387.10 万元，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

三、支出决算说明

2018年支出决算 17,394.05 万元，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支出。

2018年支出按用途划分，基本支出 2,073.14万元，占总

支出的 11.92%，主要用于发放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项目支

出 15,320.91万元，占总支出的 88.08%，其中：①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助支出 6,221.31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40.61%，主要

用于 2017 年离退休人员慰问金 1,273.53 万元，离退休人员

补充住房改革资金 270万元，劳模荣誉津贴、生活困难补助、

劳模慰问、体检、疗养经费 4,320万元，劳模奖金 271万元，

退役士兵就读补助 13.30万元，2018年省直公费医疗包干单

位补助经费 71.40万元，2017年省直公费医疗经费清算 2.08
万元。②商品和服务支出 9,099.60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59.39%，主要用于试点职业院校生均定额试点经费 8,174万
元，公务交通补贴配套资金 147.90万元，劳模表彰大会 139.70
万元、厂务公开、十项工程劳动竞赛、职工技协工作经费 95
万元，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经费 500万元，省纪委派驻机构

纪检专项工作经费 43万元。

四、年末结转和结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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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结转和结余 3.05万元，为 2018年离退休人员

经费。

五、“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因广东省总工会在省财政厅无行政办公经费预算，故

2018年没有用财政资金支付公务接待费，没有用财政资金购

置公务车辆及支付运行维护费，没有用财政资金支付因公出

国（境）费用。

2018年由工会自有经费开支的“三公”经费全部控制在

预算以内，实现“三公”经费零增长。

第四部分 广东省总工会 2018 年度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根据财政预算管理要求，我部门组织对 2018 年度 500
万元以上的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共有一

级项目五个，共涉及资金 12,994 万元，自评覆盖率达到

84.81%。预算绩效评价情况如下：

一、老劳模生活困难补助。2018 年省财政共安排省部级

老劳模生活困难补助专项资金 1300 万元，当年全部发放完

毕。其中：发放老劳模医疗帮扶补助资金 500 万元、老劳模

生活困难补助资金 192.4608 万元、老劳模特殊困难帮扶金

597.9392 万元、老劳模房屋补助金 9.6 万元。

二、省级劳模补助经费。2018 年省财政共安排省级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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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经费 1180 万元，当年使用 1318.5927 万元。其中：春

节慰问金 769.5432 万,省级劳模体检 216.3832 万元，疗休

养 332.6663 万元。

三、省劳模津贴。2018 年共为 7040 名 2000 年前获得荣

誉称号的全国和省劳模按月发放荣誉津贴 1838.433 万元。

省财政资金的顺利发放，在全国和我省广大劳模以及社

会上都产生了良好影响。一是全国总工会对此高度评价，充

分肯定，认为我省对劳模的关心力度大，效果实，并在全国

推介。二是切实解决了劳模的实际生活问题。部分劳模退休

工资不高，身体多病，劳模津贴和帮扶金对解决他们的困难

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劳模的关

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进一步推动形成了崇尚劳模、

关爱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良好氛围。三是推动了我

省各地关心爱护劳模工作的深入开展。目前我省绝大部分地

市都参照省的做法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本地

区的劳模荣誉津贴和帮扶金发放制度。

四、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经费。2018 年省财政共安排元

旦春节送温暖活动经费 500 万元，当年全部发放完毕。为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根据省委和全总的部署要求，2018 年元旦春节期间，省总工

会组织全省各级工会积极开展送温暖系列活动，对困难职

工、困难农民工、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工匠劳模等进行了

深入走访慰问，其中，省委省政府送温暖慰问，由省领导率

队，组成送温暖慰问团分赴 21 个地级以上市开展慰问活动，

听取职工群众心声，征集基层意见建议，切实帮助广大职工

解决生活、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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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18 年元旦春节期间，全省共筹集慰问款物

1.21 亿元，其中政府拨款 5938.8 万元，工会投入 5084.54

万元，社会捐助等其他方面筹集 1059.42 万元。累计发放款

物 1.03 亿元，其中向困难劳模发放 681.97 万元，向困难农

民工发放 2728.11 万元。走访企业 5681 家（其中困难企业

682 家）、慰问一线职工 235393 人，慰问困难家庭 81679 户

（其中困难职工 50748 户），困难劳模（先进工作者）2632

人，困难农民工 28229 人，帮助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落实民

生政策 12199 人次。

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充分体现了党委、政府和工会对广

大职工的关心和关爱，是工会发挥联系职工桥梁纽带作用的

重要载体，树立了各级党政及工会的良好形象，深受广大职

工欢迎。

五、职业院校生均定额试点经费。2018 年省财政安排生

均定额拨款 8174 万元。当年全部支付完毕。学校分别安排:

支付物业管理费 94 万元；统战工作支出 12 万元；黄埔校区

与清远校区修缮支出 63 万元；其余 8005 万元用于人员经费

支出。2016 年学校转制成为公办学校，学费标准相较于民办

体制时降低了很多。生均定额拨款是学校降低收费标准后经

费不足的有力补充。学校在校生规模超万人，教职工近 500

人，生均定额拨款为学校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保障教师队

伍稳定，提高教学质量水平，促进校园美化，提升学校软实

力，为学校长远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