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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工会

本报讯（记者 徐墉 韩斌）正值元旦佳

节，春节很快也将来到，发放福利是许多职工

关心的事儿。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2019年元旦春节期

间有关工作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通

知》指出，组织好正常的党团、工会活动，保障

干部职工按规定享有的正常福利待遇。按照

全国总工会的相关规定，基层工会元旦、春节

可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慰问品。

那么，杭州具体如何操作呢？2018 年 2

月，浙江省总工会制定了《关于加强和规范

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实施细则》，对逢

年过节职工福利支出具体怎么用，用多少

作了详细说明。其中明确：基层工会可在国

家规定的法定节日（元旦、春节、清明节、劳

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向全体会

员发放节日慰问品，发放标准原则上每人

每年不超过 1500 元，同时全年用于慰问支

出 总 额 不 得 突 破 当 年 拨 缴 经 费 收 入 的

60%。节日慰问品应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

的用品和职工群众必需的生活用品等，不

得购买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明令禁止发

放的物品，不得发放现金。发放方式可以为

实物或到指定地点限时领取确定物品的提

货凭证，所发放的节日慰问品需附本人签

收的清单。

在杭州，除了逢年过节发放慰问品，工

会会员生日慰问可以发放生日蛋糕等实物

慰问品，也可以发放指定蛋糕店的蛋糕券。

会员结婚生育时，可以给予一定金额的慰问

品。会员生病住院、工会会员或其直系亲属

去世时，可以给予一定金额的慰问金。会员

退休离岗，可以发放一定金额的纪念品。工

会经费可用于基层工会组织的职工素质提

升补助和职工教育培训优秀学员的奖励，基

层工会组织的文体活动优胜者的奖励支出。

基层工会可以用会员会费组织会员观看电

影、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等，开展春游秋游，

为会员购买当地公园年票。此外，工会经费

还可用于维护职工权益的支出包括劳动关

系协调、劳动保护法律援助、困难职工帮扶、

送温暖等方面。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

职工元旦春节正常福利要保障
杭州具体怎样操作？

本报讯（记者 黄宇翔 王钰

哲）春风化雨暖杭城。上月 26 日，

我市召开深化 2019 年“春风行动”

工作座谈会，总结回顾 2018 年“春

风行动”工作，听取各方对 2019 年

深化“春风行动”的意见建议，为

2019年“春风行动”营造氛围，掀起

新一轮“春风送温暖、社会献爱心”

的热潮。市委副书记张仲灿出席

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主席郑荣胜主持会

议，副市长陈卫强参加会议。

张仲灿指出，“春风行动”是市

委、市政府着眼保障和改善困难群

众民生，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救困的一项重要工作，自2000年启

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

持和热情响应，覆盖面不断扩大、精

准度日益提升，在困难群众帮扶、维

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出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展示杭州城市

形象、城市精神的一道靓丽风景。

张仲灿强调，开展新一年“春风

行动”，要立足发展稳定大局，更加充

分地认识和发挥“春风行动”在促进

民生改善、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基础

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

感，努力推动各方责任落实。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在“准”字上下功夫，

紧贴群众需求，集中力量解决困难群

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难题；在“实”字上

下功夫，把低保兜底与帮扶脱困、经

济帮扶与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提升帮

扶实效；在“优”字上下功夫，加快在

线捐助和帮扶平台建设，让群众少跑

腿、数据多跑路。要加强宣传发动，

大力宣传热心参与、贡献突出的企业

和个人，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

推动形成全社会人人崇善、人人向

善、人人行善的良好氛围，不断汇聚

全社会参与帮扶济困的强大正能量。

会上，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市春风办主任吴仁财介绍

了深化“春风行动”的思路和举措。

“春风行动”自2000年开展以来，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鼎力

支持、无私捐助，累计募集社会资金20.47亿元，各级财政

补充资金5.9亿元，共向168.22万户（次）困难家庭发放助

困、助医、助学、反哺、应急等各类救助金26.07亿元。有

4.8万余家单位，289万人（次）向“春风行动”捐款献爱心，

为“春风行动”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019年，“春风行动”将根据全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

调整，做好助医、助学和反哺救助三大政策的修订完善工

作，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春风行动”资金募集、使用的监督

审计，对配套下发到区、县（市）的“春风行动”帮扶资金进

行专项督查，确保“春风行动”每一分钱用于困难群众。“春

风行动”还将加强区、县（市）“春风行动”办公室建设，健全

网上办事平台，加快全市“春风行动”工作数据整理归集。

会上，娃哈哈集团、市实业投资集团、阿里巴巴（中国）

有限公司、市城投集团、市金融投资集团、杭州银行、杭州

汽轮动力集团、传化集团、市商旅集团、华东医药集团、杭

氧集团、绿城集团、市钱江新城投资集团、市交投集团、中

策橡胶集团、市运河集团等爱心企业代表进行了发言交

流，大家纷纷表示，要贯彻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关于“春风

行动”的要求，做好新一轮“春风行动”的宣传发动工作，为

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贡献力量。

这是2019年的第一天，一阳来复一烟柳；这是

2019年的西子湖，一棹春风一叶舟。迎着2019年

的朝阳，有一种力量，牵引着我们挥别过去，奔赴

新的美丽，阳光会打在前进的每一步路上。

面朝时光，面朝理想。吐故纳新间，在阳光洒

落的地方，已在生长梦想的枝桠。这些来自内心

深处的渴望，顽强向上生长，弥足珍贵。时代在

变，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新媒体、新科技、新经济

正激情奔涌；我们也将与时俱进，以一颗热烈而真

诚的初心，赞美光明，把温暖传递。

这是能决定自己梦想与幸福的新时代，这是最

好的年代。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

来的。从今天开始，我们以更高的标准孜孜以求，努

力刷新每一天。我们工人阶级要坚定走在时代前

列，展示团结奋斗新风采。要坚守理想信念，彰显阶

级本色；弘扬工匠精神，引领社会风尚；激发劳动热

情，凝聚奋斗伟力；矢志改革创新，勇立时代潮头；勤

于学习实践，练就过硬本领。在新时代的舞台上建

功立业，以高度的主人翁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开辟

工运事业新前景，展现工人阶级新作为，为杭州“干

好一一六，当好排头兵”作出贡献。

大地苍茫，河山隽永。让我们怀着希望前行，

为每个平凡的梦想喝彩。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

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

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

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无论你是在工厂车间，

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件，生产优质的产品，还是在

田间地头，精心耕作，努力赢得丰收，都祝愿你离

梦想更近一步。只要踏实劳动、勤勉劳动，在平凡

岗位上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书写劳动新光荣，

绽放梦想新光华。

哪怕时光易老，总有理想不灭。前进途中，有

平川也有高山，有缓流也有险滩，有丽日也有风

雨，有喜悦也有哀伤。我们相信世界依然美丽，星

光依然灿烂，苍穹依然高远。心中有阳光，脚下有

力量，为了理想能坚持、不懈怠，才能创造无愧于

时代的人生。你的每一分努力，都是推动这个时

代更好的前行，“中国梦”是每个人的梦，是职工群

众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就业梦”“上学梦”“住房梦”

“宜居梦”“医保梦”和“小康梦”。面对新时代的新

挑战、新征程上的新难题，惟有万众一心、开拓进

取，才能开辟通往美好生活之路。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2019 年，江河不

远，就在心里。大地不远，就在脚下。每一天都是

那么的宝贵。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个人肩上

都扛着一分责任。在新年第一天，让我们把祝福，

凝聚成前行力；让我们携手奋斗，造就更好未来、

你我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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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齐航 张晓燕）日前，市政

府与市总工会召开第二十一次联席会议，交

流总结过去一年工作推进情况，研究部署新

一年重点工作。市长徐立毅强调，市总工会

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锚定“干好一一

六、当好排头兵”的目标任务，进一步加强思

想政治引领，助推新旧动能转换，做好职工维

权服务，团结全市职工群众，以新时代劳模精

神推动杭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郑

荣胜，副市长陈卫强出席会议，市政府秘书长

丁狄刚主持会议，市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市有

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吴仁财及市总工会领导班子其他

成员，各部室、各产业工会负责人参加了联席

会议。

徐立毅指出，过去一年里，全市各级工会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紧贴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深入开展

“大学习、大调研、大培训、大竞赛、大服务、大

提升”六大行动，在团结动员职工上有新作

为，在服务发展大局上有新成效，在工会自身

建设上有新提升，有力促进了全市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有效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成绩值

得充分肯定。

徐立毅在简要介绍全市2018年发展情况

和2019年工作思路后强调，市总工会要切实

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广大职工群众的根本

利益，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凝聚起同心共筑世界名城的更强

合力。一要坚持加强学习，明确方向引领。

引导全市广大职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改

革创新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继续把改

革开放推向前进。二要坚持服务中心，推进

产业发展。结合我市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

一城”、争创全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等重大决策，在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旧

动能转换、推进产业平台建设等方面再立新

功。三要坚持以人为本，提升职工获得感。

抓住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更加重视协调劳动关系，持续深化“春

风行动”、送温暖活动，抓好困难职工解困脱

困，更好满足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四要坚持改革创新，优化工作体系。充分发

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

向，大兴调研之风，深入基层一线，真正做到

与职工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郑荣胜对市委市政府及市有关部门和

单位给予工会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他说，2018 年，工会工作有

了延伸和拓展，一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重

点工程立功竞赛和“杭州工匠”认定工作向

区、县（市）、开发区（集聚区）延伸，助推我市

“三型”劳动者大军的建设。二是疗休养基

地建设向对口帮扶的地区延伸，在恩施、黔

东南共建立了八个职工疗休养基地，构建了

以“建基地、建平台、建机制，春风助学、工会

助困、干部助训”为主要内容的“三建三助”

多元帮扶机制。三是工会工作向线上延伸

和拓展，积极推进智慧工会建设，运用“互联

网+”打造“指尖上的工会”。2019年，市总工

会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总体布局和徐立毅

市长的要求，奋发有为，认真履职，围绕“干

好一一六，当好排头兵”，实施“六大工程”。

一是启动思想引领工程，团结教育引导职工

听党话跟党走。二是深化职工素质提升工

程，继续开展“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活动。

三是深化农民工圆梦工程，满足职工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四是深化维权服务工程，履行

工会基本职责，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五是

推进固本强基工程，树立鲜明导向，夯实基

层基础。六是推进“五心”建设工程，适应时

代要求，强化班子队伍建设。工会将把握明

年重要的时间节点，重点推进六项重点工

作：一是劳模评选、“杭州工匠”认定工作；二

是杭州工运史馆建设；三是新职工文化中心

全面对外开放；四是设立工匠日；五是建国

70 周年暨首届杭州职工文化节；六是“春风

行动”20周年活动。

会上，吴仁财就2018年工会工作情况，第

二十次联席会议确定事项的落实情况以及第

二十一次联席会议提请市政府帮助解决的问

题作了汇报。会议就市总工会提请市政府帮

助解决的关于杭州产业工会建设、劳模春节

慰问金发放、杭州工运史馆建设等相关问题

进行了研究讨论。

徐立毅在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上强调

以新时代劳模精神
助推高质量发展

新 年 献 辞

有梦想的人海阔天空
本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