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教科文卫体工〔2018〕2 号 

 

关于表彰福建省教科文卫体系统 

模范教（职）工之家（小家）和命名 

省教科文卫体系统五一先锋号的决定 

 

各直属单位（学校）工会，相关厅局直属机关工会，各设区市、

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科技、文化、卫计、体育工会： 

近年来，全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各级工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不断增强工会工作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开展“争创

模范职工之家，争做职工信赖娘家人”活动，提升服务职工能

力，增强基层工会组织活力，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 

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作委员会决

福建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作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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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授予闽南师范大学工会委员会等 35 家单位“模范教工之家”

荣誉称号，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分工会等 56 家单位“模范教

工小家”荣誉称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工会委员会等

33 家“模范职工之家”荣誉称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科教工会小组等 37 家“模范职工小家”荣誉称号；命名厦门大

学图书馆学科服务工作组等 171 个集体“福建省教科文卫体系

统五一先锋号”。希望受表彰的集体珍惜荣誉、谦虚谨慎、戒骄

戒躁、再创佳绩，突出服务，在满足职工对美好生活和向往中

展作为。全省广大教科文卫体系统职工要以先进为榜样，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不断开拓创新、奋发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附件：1.福建省教科文卫体系统模范教（职）工之家 

        （小家）名单 

      2.福建省教科文卫体系统五一先锋号名单 

 

 

                       福建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委 

                        2018 年 1 月 16 日         

 

 



 - 3 - 

 

 

附件 1 

 

福建省教科文卫体系统模范教（职）工之家 

（小家）名单 

（164 家） 

 

一、模范教工之家（38 家） 

闽南师范大学工会委员会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工会委员会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 

莆田学院工会委员会 

黎明职业大学工会委员会 

宁德师范学院工会委员会 

福州华伦中学工会委员会 

福州时代中学工会委员会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四小学工会委员会 

厦门市音乐学校工会委员会 

厦门市集美中学工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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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工会委员会 

泉州市南安市第三实验小学工会委员会 

泉州市德化县尚思小学工会委员会 

泉州市泉港区益海实验小学工会委员会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工会委员会 

泉州市惠安第五中学工会委员会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工会委员会 

三明市尤溪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会委员会 

三明市宁化县第一中学工会委员会 

三明市梅列区第一实验学校工会委员会 

莆田市华侨中学工会委员会 

莆田市仙游县华侨中学工会委员会 

莆田市秀屿区实验中学工会委员会 

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山亭中心小学工会委员会 

南平市建阳区实验幼儿园工会委员会 

南平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工会委员会 

南平市武夷山市崇安小学工会委员会 

龙岩初级中学工会委员会 

龙岩市实验幼儿园工会委员会 

龙岩市漳平市芦芝中心学校工会委员会 

宁德市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 

宁德市寿宁县第二中学工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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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霞浦县西关小学工会委员会 

平潭职业中专学校工会委员会 

平潭澳前镇中心小学工会委员会 

二、模范教工小家（56 家）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分工会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分工会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分工会 

福州大学紫金矿业学院分工会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分工会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分工会 

福建师范大学机关分工会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分工会 

福建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分工会 

福建农林大学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分工会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分工会 

福建农林大学图书馆分工会 

集美大学美术学院分工会 

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分工会 

集美大学文学院分工会 

福建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分工会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分工会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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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工会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分工会 

福建江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院分工会 

福建江夏学院电子信息科学学院分工会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招生办公室工会小组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分工会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机关第三分工会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幼儿园分工会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分工会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教学部分工会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园艺园林学院分工会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系分工会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工会小组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应用语言系分工会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分工会 

闽江学院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分工会 

闽江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分工会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学生发展中心分工会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总务服务中心分工会 

厦门理工学院光电与通信工程学院分工会 

厦门理工学院数字创意与传播学院分工会 

厦门理工学院设计艺术与服装工程学院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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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师范学院陈守仁工商信息学院分工会 

泉州师范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分工会 

三明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分工会 

三明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分工会 

莆田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分工会 

武夷学院海峡成功学院（海外教育学院）分工会 

武夷学院商学院分工会 

龙岩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分工会 

龙岩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分工会 

宁德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学院分工会 

黎明职业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分工会 

黎明职业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分工会 

黎明职业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分工会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院分工会 

莆田市第二中学化学教研组工会小组 

莆田市涵江区三江口中心小学数学组工会小组 

三、模范职工之家（33 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工会委员会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 

福建省老年医院工会委员会 

厦门市健康医疗大数据管理中心工会委员会 

厦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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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儿童医院工会委员会 

泉州市第一医院工会委员会 

泉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委员会 

三明市第一医院工会委员会 

三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委员会 

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会委员会 

南平市第二医院工会委员会 

南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委员会 

龙岩市第一医院工会委员会 

龙岩市第三医院工会委员会 

平潭综合实验区医院工会委员会 

平潭综合实验区中医院工会委员会 

省科技厅机关工会委员会 

省微生物研究所工会委员会 

福建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工会委员会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 

漳州市科学技术局工会委员会 

南平市科学技术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厦门市文化馆（厦门市美术馆）工会委员会 

泉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三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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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图书馆工会委员会 

南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福州市体育工作大队工会委员会 

三明市少体校工会委员会 

龙岩市体育中心工会委员会 

平潭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工会委员会 

四、模范职工小家（37 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科教工会小组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乳腺外科护理工会小组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病中心工会小组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化疗科一区工会小组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工会小组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手术室工会小组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后勤分工会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药学分工会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内科分工会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医技分工会 

福建中医药大学康复医院门诊分工会 

福建中医药大学康复医院行政后勤分工会 

福建省老年医院重症医学科工会小组 

福建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工会小组 

福建省职业病与化学中毒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监督科工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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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妇幼保健院产四科工会小组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工会小组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产一科工会小组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工会小组 

福建省立医院重症医学四科 36 区工会小组 

福建省立医院重症医学五科 2区工会小组 

福建省立医院干部特诊一科 8区工会小组 

福建省立医院麻醉二科、第二手术室工会小组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处置与疫情管理所工会小组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性疾病防治科工会小组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毒理检验科工会小组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然疫源性疾病防治科工会小组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质量管理科工会小组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办公室工会小组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教科工会小组 

福建省级机关医院内科一区工会小组 

厦门市海沧医院工会委员会第 11 工会小组 

莆田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工会小组 

南平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工会小组 

福建省文化稽查总队工会小组 

福建省民俗博物馆工会小组 

厦门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模型队工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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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建省教科文卫体系统五一先锋号名单 

（171 家） 

 

一、教育系统（122 家） 

1.直属学校工会（53 家） 

厦门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工作组 

厦门大学后勤集团南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海韵北区服务处 

厦门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服务中心南光餐厅 

福州大学纪委监审处 

福州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福州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昆冈众创工作室 

华侨大学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研究院 

华侨大学信息学院大学生科创指导团队 

华侨大学现代组合结构和抗震防灾创新团队 

华侨大学后勤校园绿化与维修服务中心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全球变化研究中心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学实践基地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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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金山校区图书馆 

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产品设计系 

福建农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分子细胞与系统生物团队 

集美大学教务处 

集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教研室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福建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护理学基础教研室 

福建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物信息学系 

福建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福建医科大学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眼视光学系 

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政工团队 

福建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作业治疗教研室 

福建中医药大学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科 

福建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中药资源普查团队 

共青团闽南师范大学委员会 

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闽南师范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化学与环境学院实验中心 

福建工程学院学生工作部（处） 

福建江夏学院电子信息科学学院 

福建江夏学院工程学院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资产与后勤处（基建办）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教学管理中心公共事业与教育系 



 - 13 -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科研处 

福建商学院国际商务教研室 

福建商学院会计系税务专业教研室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事处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系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动物科学学院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教学部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工作部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药学系中药教研室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技术系生物化学教研室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工程系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工程系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教研室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办公室 

2.高校附属医院（19 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病理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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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务部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超声医学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1-12F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3-6F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治未病科体检部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介入科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脾胃科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呼吸科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脑病科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二病区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药房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神经康复一科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推拿部 

3.地方高校工会（21 家） 

闽江学院法学院国际商法团队 

闽江学院计算机科学系物联网技术与应用教学与科研团队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工程系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信息系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国际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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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研究与发展中心 

厦门理工学院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机电工程系 

厦门理工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测绘与遥感工程系 

泉州师范学院财务处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三明学院图书馆 

省资源环境监测与可持续经营利用重点实验室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莆田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 

武夷学院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龙岩学院党政办公室 

龙岩学院图书馆 

宁德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 

共青团宁德师范学院委员会 

黎明职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设区市教育工会（29 家） 

福州市林则徐小学综合教研组 

福州江滨中学英语教研组 

福州市城门中心小学数学教研组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应用外语系 

厦门市湖里第二实验小学数学教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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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职业教育及就业指导组 

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信息技术专业部 

泉州市培元中学教研处 

泉州市永春县实验小学语文教研组 

泉州市安溪茶业职业技术学校茶文化艺术表演队 

泉州市晋江市安海职业中专学校机械专业教研组 

泉州市泉港区前黄坝头中心小学少先队部 

三明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大班年段 

三明市清流县城关小学语文教研组 

三明市永安市民族中学数学教研组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工艺美术学院室内设计教研室 

莆田第二十五中学地理教研组 

莆田市擢英中学语文教研组 

南平市盲聋哑学校职业教育部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机械与自动化教学团队 

南平剑津中学德育处 

龙岩市西安小学语文教研组 

龙岩市漳平市实验幼儿园郑晓峰名师工作室 

龙岩市漳平职业中专学校医学基础教研组 

宁德市教师进修学院教研处 

宁德市福安市八一小学教导处 

古田县第一中学心理辅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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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芦洋学校办公室 

平潭流水中学英语教研组 

二、卫计系统（30 家） 

1.省卫计委直属工会（11 家） 

福建省肿瘤医院日间治疗室 

福建省职业病与化学中毒预防控制中心放射卫生科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产五科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妇二科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急诊科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病理科 

福建省立金山医院儿科 

福建省立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化检验科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       

福建省级机关医院干部保健一区 

2.设区市卫计工会（19 家） 

厦门市儿童医院眼科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导管室 

泉州市急救指挥中心急救科 

泉州市第三医院第十二病区 

泉州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 

三明市第一医院医改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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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卫生计生监督所公共卫生监督科 

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 

莆田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基层卫生科 

莆田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基层指导科 

莆田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南平第一医院泌尿外科 

南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南平市人民医院七病区 

龙岩市第一医院产科 

龙岩市中医院骨伤科 

龙岩市中医院针灸科 

平潭综合实验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计划生育指导处 

平潭综合实验区潭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疗科 

三、科文体系统（18 家） 

1.厅局直属工会（5 家） 

省测试技术研究所研发室 

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科技声像室 

省芳华越剧团演出队 

“省艺术研究院艺术理论研究室（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工作

办公室）” 

福建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 

2.设区市科文体工会（1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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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南平市武夷新区科技创意产业园服务中心 

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行政审批处 

厦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信息资源流通部 

泉州市闽南民间歌舞传承中心演出队 

莆田市莆仙大剧院有限公司舞台技术部 

南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场与产业发展科 

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射击队 

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总务科 

三明市少体校办公室 

莆田市体育场地管理处 

龙岩体育运动学校水上项目中心 

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文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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