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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

2月4日，正值立春。屋外的气温仍是零下，但杭

州梅苑宾馆的南屏厅内却一片火热——

从下午2点开始，来自我市总工会界别的市政协委

员们，在这里热烈讨论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感觉非常务实，过去的一年确实做了大量工作”；

“整个工作报告给人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用数据说话、工作实在，目标定位高、催人奋进，

工作安排细、要求明确”；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报告，生活在这座城市很有

幸福感”；

……

委员们你一句我一言的评价着。而翻开《政府工

作报告》，一句话更令在场的委员们眼前一亮——“弘

扬杭州工匠精神，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

去年市两会期间，市总工会界别委员们联名提交

的《关于弘扬工匠精神，提升杭州制造的建议》提案，被

市政协评为2017年度优秀提案。从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的这句表述中不难看出，提案有效推动了政府对

“弘扬工匠精神”工作的深入开展。

市总工会界别是杭州市政协的重要界别，而该界

别的政协委员是代表广大职工和工会组织提出意见主

张、开展协商的一支重要力量。一年来，市总工会界别

政协委员认真履行职责，深入走访调研，听取广大职工

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整理来自一线的翔实资料，准备了

一大批立题准、质量高的提案。

弘扬“杭州工匠”精神
建议出台“以技定薪”指导意见

杭州要加快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

不仅需要大批的专家学者，同时也需要千千万万的产

业技术工人。委员翁正营、葛小青、张也平和周震就把

话题聚焦在了技能人才培养上。他们说，技能人才也

是人才。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工人，高技能人

才在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中占40%至50%，但在国内不

足20%。目前企业不缺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但急缺技

术工人。希望政府进一步弘扬“杭州工匠”精神，让建

设高技能人才队伍的相关优惠政策能尽早落地，让新

一代技术工人有盼头、有动力。建议引导企业“以技定

薪”，提升技术工人工资待遇，让年轻人愿意走技术工

人这条路。

如何提高产业技术工人的技能水平？翁正营、滕建

明、倪小蒙等委员们在讨论中说，工人是高技能人才队

伍的基础，优秀技术工人是从普通技术工人成长起来

的。政府在抓高技能人才工作的同时要特别抓好产业

技术工人的梯队建设，用税费减免、专项补助等形式鼓

励、支持企业广泛开展技能培训、技能竞赛、技能比武，

夯实技术工人队伍的基础，让高技能人才后继有人。

全市域加强统筹规划
建议减少“海创园”等园区的重复建设

“如今富阳、临安都成为杭州城区了，我看杭富、杭

临的提法也要改一改了。”讨论会上，委员毛爱东建议，

将地铁杭富线、杭临线直接改成地铁某号线，真正体现

城区的一体化。毛爱东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一片附议。

他还提出，全市诸如在类似“海创园”等园区的建设上，

也要加强市级层面的统一协调，不需要每个区都建一

个海创园，对人才“互挖墙脚”。

不少委员高度赞同全市域各方面工作的统筹规

划。“政府出台具体政策，统筹性非常重要，要从整个

城市的高度出发，进一步提高效率。”委员林巾巾说

道，比如在城中村改造方面，就要进一步加强系统性

考量。委员张也平在现场讲了一个故事——他认识

一家企业，注册在拱墅区，办公在西湖区，每年涉及

税收等具体事项的时候，就变得很纠结。“企业都是

在给杭州市纳税，只要统筹得好，像这样的尴尬就少

多了。”

“健康杭州”成关注焦点
建议各单位企业逐步对外开放厕所

委员贾元元、林蔚今年对“健康杭州”建设很关

注。贾元元希望在解决入托入院难等问题上进一步明

确进度和目标；林蔚则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医院的护理

体系，“比如建议护理费进医保，解决普通人住院护理

的问题。”

“‘健康杭州’的建设，其实也要关注特定人群的心

理健康问题。”委员吴立红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解

读。她透露，据数据显示，全国精神病人群体中，仅15%

得到正规治疗，“关爱身心健康，也是‘健康杭州’应有

的题中之意。”

“报告非常全面。小到厕所革命，大到城市规划，

都涵盖在里面了。”委员董明说。“厕所革命，我知道市

城管委一直在做，但仅靠个别部门推动事倍功半。”委

员俞萍萍接过话茬说，建议将机关事业单位、银行、企

业和街道沿线商家的厕所逐步对外开放，免费供市民

使用。此外，她还建议各住宅小区也要配建公共厕所，

方便居民。

抓好人文环境建设
建议大力推进市域一体化发展

“这两年的杭州就像一列高速列车，轰轰烈烈往前

进。”委员朱奕勤这么形容近几年的杭州发展势头。但

她也遗憾地表示，杭州的高等院校已经成为制约杭州

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成了老生常谈的问题，希望未来

一定要在这方面有所进展。

“杭州不缺人才，浙江更不缺人才。杭州人文底蕴

非常深厚，一定要更好地将这份底蕴发扬光大，抓好人

文环境建设，不断提高杭州乃至浙江全省的文化档

次。”朱奕勤说。

“拥江发展，可别忘了临安啊！”委员王建强来自临

安，在如今杭州实施拥江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他建议

拥江发展要与打造城西科创大走廊等工作多措并举，

大力推进市域一体化发展。

2017年，委员王心平对杭州各项变化感受最深的，

是环境整治工作和交通设施建设。他认为，如今中央

对杭州的期待越来越高，杭州对自身的要求也不断提

高，在当前如火如荼的城中村改造推进过程中，一定要

注意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本报讯（记者 张晓燕 通讯员 柴煜卿）近日，“杭

州工匠”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第二届“杭州工

匠”专家评审会议。

第二届“杭州工匠”认定工作前期推荐选送、自荐

报名和资格审核阶段已经结束，正进入专家评审阶

段。据统计，通过组织推荐、他人推荐和自荐报名等方

式，目前共收集“杭州工匠”报名推荐材料265份。领

导小组办公室严格按照《关于在全市开展第二届“杭州

工匠”认定工作的通知》精神，对照认定条件对报名材

料进行了资格审查，确定142名参选人通过初审。

专家评审阶段，领导小组办公室首先依托各成

员单位、相关行业协会等资源成立专家库，根据参

评人的行业分类，抽调专家设立了制造业、服务业、

传统行业 3 个专家认定委员会。专家认定委员会由

相关行业知名专家、首届“杭州工匠”、行业协会、社

会组织等方面人员组成。3 个专家认定委员会分别

召开专家评审会，对参评人进行详细的量化评分。

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专家认定委员严格要求，在认定

开始前与各专家分别签订了《专家认定组成员承诺

书》，要求各认定专家严格遵守认定规定和有关纪

律，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客观公正地对工匠候选

人进行认定，严格按照认定程序和评分细则进行审

核、认定。

专家评审阶段之后，将提交领导小组审定并进行

社会公示。最终将于2018年五一节前确定第二届“杭

州工匠”30名，提名奖10名。

勤履职 建诤言 献良策
——市政协总工会界别委员履职侧记

第二届“杭州工匠”
专家评审会议召开

142名参选人通过初审

本报讯（记者 张晓燕）冬日暖阳，春意浓浓。2月9

日上午，市总工会在市职工文化中心召开老干部情况通

报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郑荣胜，市

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到会，与99名市总机关、产业工会、

技协、服务中心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市总直属事业单

位离退休支部书记欢聚一堂，畅叙发展，共迎新春佳节。

郑荣胜在讲话中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是传统小年

夜，他代表市总工会向各位工会老领导老同志拜个早

年。同时，郑荣胜介绍了2017年杭州市发展情况和工

会工作情况。

郑荣胜说，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杭州市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市委市政府

的领导下，转型增实力，改革促活力，创新添动力，环境

展魅力，民生聚合力，责任强能力，在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步和提高。

对于2017年市总工会的工作情况，郑荣胜用“十九

大、杭州工匠、立功竞赛、剿灭劣V类水、工会改革、全

覆盖、智慧工会、爱心驿家、劳模疗休养基地、百千万、

职工文化中心新大楼、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十二

个关键词来概括。他说，2017 年，各级工会迎接十九

大、学习十九大、贯彻十九大；“杭州工匠”认定工作反

响强烈，社会影响大，成为杭州工会工作的新品牌；围

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在重点工程、重点项目中大

力开展立功竞赛，打造富有时代特征和杭州特色的劳

动竞赛“杭州模式”；组织“百万职工大行动、剿劣攻坚

当先锋”系列活动，组织广大职工积极投身到剿灭劣V

类水行动中去；按照去“四化”增“三性”要求，积极稳

妥、全面推进工会改革；积极适应新业态和新形势发

展，不断创新基层工会组建模式和组织形式，实现工会

组织全覆盖；推进互联网+服务，大力推广“杭工e家”

APP，打造智慧工会，打造“指尖上的职工之家”；建立

109个“爱心驿家”，给环卫工人、协辅警等户外工作者

一个休息歇脚的地方；认定首批50 家杭州市职工（劳

模）疗休养基地，努力为职工（劳模）提供优质、高效、对

路的疗休养服务；在临安区板桥镇开展“百千万”蹲点

调研活动，机关工会干部下基层走村入户，走访慰问困

难群众，接地气、吸氧气、添灵气、增底气；在保质保量

的基础上，落成市职工文化中心新大楼，并于2017年11

月下旬实现全部搬迁；2017年12月胜利召开杭州市工

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回顾总结了杭州工会砥砺奋进

的五年，并规划了今后五年工作目标。

郑荣胜衷心感谢各位老领导老同志一直以来对杭

州工会工作的全力支持，并衷心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

志能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工会工作，积极提意见和建议。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仁财通报了

2017年市总工会有关工作和工会改革情况。市总工会

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翁正营通报了2017年市总工会老

干部工作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

本报讯（记者 王钰哲）2月8日，杭

州市春风行动办公室与传化慈善基金会

在传化大厦举行了“传化·春风外来助

困”项目签约仪式。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市春风办主任吴仁财，市总

工会副主席、市春风办副主任张明和市

总工会巡视员朱幼青出席仪式。

仪式上，朱幼青代表市春风行动办

公室与传化集团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

秘书长涂猛共同签署“传化·春风外来助

困”项目协议，吴仁财代表市春风行动办

公室接受传化慈善基金会的200万元捐

款并向传化慈善基金会回赠纪念牌。从

今年开始，传化集团慈善基金会将每年

向杭州市“春风行动”资助200万元，用

于外来务工人员特殊困难救助项目。该

项目的救助对象为在杭工作 6 个月以

上，在法定劳动年龄段内的非杭州市区

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在杭共同生

活的 1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根据

外来务工人员不同致困原因和困难情

况，该项目将对其实施应急医疗救助、大

病医疗救助和急难险救助等不同类型的

救助。

张明代表市春风行动办公室对传化

慈善基金会的爱心善举表示感谢。他指

出，传化对杭州市外来务工人员特殊困

难救助项目的资助彰显了企业义利并

行、富而思报的家国情怀和关心、支持杭

州建设“东方品质之城”的社会责任。“传

化集团在谋求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一直

在关注公益慈善，践行社会责任。”传化

集团党委常务副书记、集团工会主席朱

肖祥表示。“传化集团于2017年5月成立

了慈善基金会，助推公益慈善事业向更

专业、更长远、更高效的方向发展，以更

好地回馈社会。”据了解，截至 2017 年

底，传化集团公益慈善捐赠已累计超过

2亿元。

据了解，“传化·外来春风助困”是继

“娃哈哈·春风助学”和“阿里巴巴·春风

助医”后，“春风行动”第三个由我市爱心

企业冠名的帮扶项目。今年，娃哈哈、杭

实集团、阿里巴巴、城投集团、传化集团

等一大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国企、民企

继续为“春风行动”奉献爱心。截至2月

8日，共有107家爱心企业为“春风行动”

捐款 3500 余万元，加上爱心人士的捐

款，2018年市本级“春风行动”累计募集

捐款总额已突破5223万元。

吴仁财一行还实地走访了杭州传化

公路港货运联合工会服务中心，考察了

职工之家、妈咪暖心小屋的建设情况。

吴仁财对服务中心以职工为本，为职工

营造“家文化”的服务理念表示肯定，并

鼓励传化集团将爱心驿站和货运联合工

会结合起来，更好地服务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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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聚一堂 畅叙发展 共迎佳节
市总工会召开老干部情况通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