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年，一场社会变革在华夏大地上轰轰烈烈兴

起，中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在快40年

后的今天，这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之

旅，给时代打下了烙印，也给每个人的生活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印记。

而工运事业，也在这40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也

许你是亲历者，也许你是见证者，现在请你来讲讲这40年

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工会故事”。也许是父亲留下的劳模

证，也许是一张大事件的照片，或许还有那些不得不说的

故事……可以是一篇文章，也可以是一份资料、一张照片

或一份实物，当然，还可以是一条线索。我们将派记者上

门采访，与更多人分享不同时代的工会印记。

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

征稿细则：
1.主题鲜明，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工会发展的进

步和个人生活的积极变化。

2. 题材多样，可以讲述自己或身边人的生活经

历，反映改革大潮对大家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对一个

物件、一个现象、一个集体或一种制度等的变化，反映

工会与时俱进的脚步。

3.形式灵活，图文并茂，有例子，有故事，有好图，

让图文反映变迁。

4.投稿须为原创稿件且为首发。

投稿须知：
1. 投稿平台：http://www.hzgh.org/tg.htm，稿件

主题请标明“改革·印记”投稿作品字样。

2.来稿请注明投稿人姓名及联系电话，作品一经

投递即视为授权杭州工会公开发表。

3.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时代印记 工会故事”

征集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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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工会

本报讯 （通讯员 瞿波 漏鑫瑞）

工会建在项目中，服务送到工地上，

当工会工作与亚运项目建设深度融

合，极具亚运特色的工程工会联合会

应运而生，树立了新时代基层工会工

作样板。7月13日，杭州萧山亚运场

馆建设工程工会联合会正式亮相，由

9 家单位联合组建，成为萧山区首个

建在项目工地且参建单位最多、规模

最大的基层工会联合会。

钱江世纪城亚运三馆项目自去

年 10 月招标结束以来，围绕“2020

年底建成”的时间节点，抢时间、

抓进度，人员、机械、施工班组陆

续进场，现已进入马不停蹄的实质

性工程建设中。建成后，三座场馆

将彰显出中国气派、浙江特色、杭

州韵味，为杭州市举办国内外大型

体育活动提供一个具有国际知名度

的现代化场馆，并将与奥体博览中

心 等 其 他 项 目 一 起 构 成 “ 群 星 璀

璨”的城市地标群，打造杭州城市

形象新窗口。

亚运场馆建设工程工会联合会建

立后，以“管理区域化、架构扁平

化、服务精细化”为抓手，最大程度

整合基层工会组织资源，优化工会组

织形式，通过工会平台为职工提供多

元化、常态化服务，增强基层建设者

的存在感、获得感、归属感，推动场

馆建设提质增效，努力打造全市工地

工会示范点。

建会特色有“三化”

2022年第19届亚运会，是党中央

和省市赋予萧山的重要历史使命和重

大政治任务。如何在亚运筹建中展现

新作为，在场馆建设中作出新贡献，

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上开创新局面，

是工会联合会需要面对的课题。

亚运场馆建设工程工会联合会，是

实现工会工作和亚运场馆建设高度融合

的一次生动实践，更是新时期世纪城为

“迎亚运、立新功、展新姿”全面履行

新使命、展现新作为的应时之举。

在工会组织上，工会委员会班子

由区总工会部室负责人、世纪城总工

会有关负责人以及项目单位负责人等

组成，体现了工会改革专兼挂的特

色，既方便了上下的联系、工作的联

动，也增强了班子的合力、资源统筹

的合力；在运行机制上，区总工会、

钱江世纪城总工会加强联系指导，围

绕亚运场馆建会建立了片区化的工会

组织管理体系、扁平化的组织结构、

专兼职结合的干部队伍、重点明确的

服务清单，作出了探索和创新。

亚运场馆建设工程工会联合会相关

负责人称，总结建会特色，主要是“三化

联动”形成合力。一是架构扁平化。通

过将区总工会、钱江世纪城总工会、参建

单位工会干部纳入工会联合会委员会，

建立扁平化组织架构，减少中间环节，形

成政令直达、面向基层、职责明确、运转

高效的工会工作格局；二是服务精细

化。以立功竞赛、技能比武等活动为载

体，满足职工文化建设、生活服务、权益

保障等个性化需求为抓手，提升职工素

质，增强职工的存在感、获得感、归属感，

着力打造工会联合会的亚运品牌。三是

管理区域化。整个亚运建设项目坚持

“发展共谋、活动共办、资源共享”的区域

发展理念，运用平台联建、资源联享、项

目联办、体系联动等方式，实现对区域内

职工和企业的“全覆盖”“普惠制”“零距

离”服务,助力优化场馆建设环境，补全

“家门口”服务体系中服务职工的短板,有

利于构建“大民生”格局。

多项服务“续活力”

在工会联合会成立之后，区总

工会对其后续“活力”亦有着详细

计划——

开展立功竞赛，提升职工能力。

按照重点工程“六比六赛”立功竞赛

要求，全面开展立功竞赛活动，把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融入立功竞赛，激

发建设者的劳动热情，形成统一、规

范、有序的竞赛氛围，推动亚运场馆

高效率、高质量建设。

重视生产安全，强化宣传效果。

以“安康杯”竞赛活动为载体，全面

组织各亚运场馆建设单位加强安全生

产、劳动保护的宣传教育与引导，打

牢“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根

基，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突出服务职工，强化人文关怀。

以工会“五进五送”为依托，通过爱

心驿家、放心食堂、小候鸟班、返乡

爱心班车等形式，发挥工会组织的独

特优势，服务基层职工。同时，充分

运用工会保障制度，为职工提供法律

咨询、困难救助、高温慰问，倡导社

会责任建设，创建和谐劳动关系，建

成文明工地、和谐工地、温馨工地。

鼓励创先争优，营造良性氛围。以

创建“工人先锋号”为重点，挖掘收集

在亚运场馆建设的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并通过各类先进表彰，极力营造各

亚运场馆建设团队间争先创优的良好氛

围，打造建设铁军，铸造精品工程。

作为新领域建会的探索者，亚运场

馆基联会将围绕群团改革的决策部署，

在组建后的运行机制上努力改革创新，

努力做全市加强和改进基层工会工作的

样板。通过后续工作的跟进，工会组织

将让身份亮出来，让建设快起来，让职

工暖起来，通过开展有效的活动，积极

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推进重点工程建

设，让职工感受到家的温暖。与此同

时，区总工会也将建立经常性的联系机

制、常态化的走访机制、制度化的联动

机制，加强工作指导，帮助总结实践经

验、梳理短板瓶颈、探索改革路径，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和劳动精

神，为服务和保障亚运场馆建设发挥

工会组织的更大作用。

架构扁平化 服务精细化 管理区域化
亚运场馆建设工程工会联合会成萧山创新“探路者”

本报讯（记者 何去非 王钰哲 通

讯员 严迅捷）近日，市春风行动办公

室对原《杭州市“春风行动”外来务

工人员特殊困难救助实施细则》进行

了修订并更名为《杭州市外来务工人

员“传化·春风助困”实施细则》。在

杭州市范围内工作6 个月以上，在法

定劳动年龄段内的非杭州市户籍外来

务工人员及其在杭共同生活的家庭成

员，因遭遇突发性急难险情、患重大

疾病等情况导致家庭生活困难时，均

可申请救助。

根据不同致困原因和困难情况，

“春风行动”对外来务工人员实施不

同类型的救助。当年经杭州市二级及

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确诊为患有杭州市

医保规定病种疾病，造成家庭生活困

难的，可申请应急医疗救助。在杭期

间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或火灾、溺

水、触电、中毒等意外事件，造成生

活特别困难的，可申请急难险救助。

经杭州市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确

诊患重大疾病，且家庭人均收入低于

上年度杭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或者个人当年承担的医疗费超过

家庭总收入） 且上一自然年度 （1 月

1日至12月31日） 或当年在杭州市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治疗，个人承担的医

疗费在 5 万元 （含） 以上的，可申请

大病医疗救助。上年度或当年患有子

宫颈癌或乳腺癌的建档困难外来务工

人员家庭妇女可申请“两癌”贫困妇

女医疗援助。

本次修订还明确了对杭州市工会

市级以上建档困难职工中的外来务工

人员家庭实施日常生活援助。包括实

施春节送温暖、夏季送清凉活动并发

放一次性慰问金；为外来务工人员

“平安返乡”提供车票补贴；对困难外

来务工人员家庭子女就读大学的给予

助学援助。

修订后的“传化·春风助困”救

助对象覆盖范围扩大到杭州全市，同

时增加了网上申请渠道。外来务工人

员可通过“杭工 e 家”APP 和杭州工

会网上服务大厅进入市“春风行动”

网上服务系统，根据系统提示，填写

相关申请信息并拍照上传各项证明材

料照片，也可前往我市各级工会职工

服务中心申请各类困难救助。外来务

工人员行动不便的，可由单位工会派

人持介绍信或委托人持委托书和相关

证件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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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春风助困”也是

继“娃哈哈·春风助学”和“阿里巴

巴·春风助医”后，第三个由我市爱

心企业冠名的“春风行动”帮扶项目。

我市修订外来务工人员特殊困难救助实施细则
根据情况，可申请应急医疗、急难险、大病医疗、“两癌”贫困妇女医疗等援助

连续5天 共10000份

市总工会为职工
送上“清凉礼包”

本报讯（记者 王钰哲）高温天难耐，工会为您送福利。

8月6日至10日，市总工会通过“杭工e家”APP开展“送清

凉 送健康”活动，共为职工送上了1万份夏日爱心礼包。

本次活动的礼包共有饮料、夏季常用药品和冷饮代金券

三种，职工通过“杭工e家”APP领取后即可到线下门店兑换。

“工会福利真多，感谢工会对我们的关心”“工会很贴心，幸福

感满满的”。不少职工在领取了清凉礼包后，纷纷到微信、

APP平台上为本次活动点赞，感谢工会在盛夏时节的关怀。

据了解，“杭工e家”APP今年策划推出了系列节日嘉年

华活动。如春节期间的“新春送五福”系列活动，“五一”劳动

节的“劳动最光荣”“最美在身旁”“咱们工人有力量”活动等

等，深受职工的欢迎和好评。此外，“杭工e家”APP还新增

了“杭工e联盟”“积分商城”“工会圈”等全新板块，携手杭城

知名品牌商家、区县打造“互联网+”特色普惠服务品牌项

目，组织普惠优惠活动，为职工送上贴心服务。

工匠精神传承400年

8月8日，在位于富阳东洲工业园内的张小泉五金科
技园生产基地里，非遗传承人正在以传统的纯手工锻造
工艺，制作每把价值数千元乃至上万元的剪刀；更多的
年轻工匠则利用现代化机械结合手工工艺，在全面信息
化品控管理下，加工生产达到国际一流水准的刀剪。张
小泉是一家有着400余年企业史的中华老字号，第一批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记者 李忠 摄

“我们这些打工的人，我们这些奔波在季节里的人，我

们这些像候鸟一样的人……”8月10日晚7点，杭州职工朗

读学堂首场朗诵沙龙在杭州市职工文化中心3楼举行，全

市近百名一线职工朗读爱好者以及专业人士参加了此次

活动。

《目送》《我们这些人》《来生，我依旧等你》《大运河放

歌》……现场朗诵的篇章情真意切，动人心弦。现场职工

朗读爱好者热情高涨，积极参与了表演，展示了我市一线

职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对朗诵的热爱。

在交流环节，来自省市朗诵界的专家,澳洲语言艺术协

会主席、省朗协艺术顾问吕忠堂，浙江省朗诵协会副会长

宋迎秋、杨莅、岳耀勇等对大到整篇文章的立意韵律，细到

一个字的发音，一句话的韵律进行讲解，并从如何抓住作

品的感情线索、感情基调、感情共鸣，如何把握朗诵音尺和

节奏等方面给予专业指导，向现场的职工朋友传递语言的

芬芳，声音的魅力。

杭州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朗诵沙龙从报名

阶段就深受职工喜欢，杭州市总工会将以此次朗诵沙龙为

新起点，继续开展深受职工欢迎的培训活动，助力杭州文

化兴盛，助力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的建设。

杭州职工朗读学堂还将每月举办一次朗诵沙龙，感兴趣的

职工朋友请关注“杭州工会”微信公众号，届时欢迎大家踊

跃报名参与。

职工朗读沙龙启动

“遇见”最美的人生
记者 韩晓云 张磊/文 王建中/摄

浙江省朗诵协会副会长宋迎秋朗诵《来生，我依旧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