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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墉） 4 月 3 日上午，

杭州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作

出决定：今年起，将每年的9月26日设立

为“工匠日”。消息一出，便引起了全国各

级媒体的高度关注、争相报道，受到社会

各界的广泛好评。

其中，《人民日报》 4 月 4 日 7 版刊登

消息：《全国首个“工匠日”在杭设立》。

文章指出，自2019年起杭州将每年的9月

26 日设立为“工匠日”，这是全国首个经

地方人大审议通过设立的“工匠日”。文

章还引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

工会主席郑荣胜的话说，1937年9月26日

通车的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式

公铁两用桥钱塘江大桥，使用至今，正是

杭州工匠精神的象征。“工匠日”的设

立，将进一步营造学习工匠、争当工匠的

浓厚氛围。

《工人日报》 4 月 4 日头版刊登文章

《杭州设立全国首个“工匠日” 弘扬工匠

精神 打造金字招牌》。文章中说，大国工

匠，国之栋梁。在杭州，工匠们有了专属

于自己的节日。据悉，这也是全国首个

“工匠日”。文章指出，设立“工匠日”有

利于多渠道、全方位、立体化展示劳模风

采、弘扬工匠精神，进一步发挥工匠、高

技能人才的帮带、示范、领军作用，激励

广大劳动者争当新时代的先锋，助推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建设，推

动杭州高质量发展。

《浙江日报》《浙江工人日报》 也于 4

月4日头版刊发详细报道，其中，《弘扬工

匠精神的“杭州实践”》一文，还详细解

读了杭州设立全国首个“工匠日”的时代

意义和丰富内涵。文章中说，工匠精神是

一种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追求完美、力

争极致的精神，体现了心无旁骛、心如止

水的境界，也代表了德技双馨的团队精

神。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

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

时强调，大国工匠是职工队伍中的高技能

人才，工会要协同各方面为劳动模范、大

国工匠发挥作用搭建平台、提供舞台，培

养造就更多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国务院

连续四年将培育弘扬工匠精神写进《政府

工作报告》。杭州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明确

提出，要“深化‘杭州工匠’行动计划，

完善高技能人才培养资助、评价、奖励、

落户等政策，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

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打响‘名城工匠’

品牌”。设立“工匠日”，是用实际行动响

应党中央号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具体行动，也是贯彻落实杭州市委全

会精神，壮大能工巧匠队伍，适应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促进产业发展动能转换，

助推杭州世界名城建设和重要窗口建设的

创新举措。

《杭州日报》《都市快报》和杭州电视

台等本地媒体也投入大幅版面和大量时

段，对杭州设立全国首个“工匠日”予以

报道，认为“新时代召唤工匠精神，‘一流

施工队’需要更多工匠人才”；设立工匠日

这一举措，是“对杭州历史上工匠精神的

致敬，更是对杭州‘世代匠心’传承的激

励，有利于将优秀工匠基因延续放大，使

工匠精神与杭州人文深度融合，丰富杭州

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城市内涵。”

此外，新华网、人民网、中工网、中

国文明网、央广网、浙江在线、大众网、澎

湃新闻、今日头条等100多家媒体以及新媒

体也纷纷予以报道，高度称赞这一“尊重工

匠、关爱工匠、学习工匠”的创新之举。截

至4月5日，百度搜索“全国首个工匠日”

关键词，浏览页面达到50多万个。很多网

友在评论区留言，网友“飞翔者”说：“为

什么杭州工匠日一推出就广受欢迎与好评，

就像工匠精神所追求的，在于它不停留于

成，不满足于有，不止步于强，而是一直在

向着一个终极目标不断地创造创新。”

本报讯 （记者 郭燕 何去非 张晓燕）

日前，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表决通过将每年的 9 月 26 日设立为“工匠

日”。

杭州文化中自古就有工匠精神基因。距今

5000年的良渚文化中就有很多巧夺天工的玉

器，靠的就是工匠们的精雕细琢。北宋年间，

杭州书肆刻工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是印

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延续到近现代，

杭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工艺与民间艺

术之都”，杭州拥有一批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

蕴的老字号企业，汇聚了一大批知名工艺美术

大师。

近年来，杭州围绕加快建设人才强市，做

强“杭州工匠”品牌，先后出台“科技创新

30条”“人才新政27条”“关于提高技术工人

待遇的意见”等政策，着力加强杭州工匠队伍

建设，成功开展两届“杭州工匠”认定工作，

选树了一批高超技艺与优秀品质兼具的“杭州

工匠”，为杭州工匠培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营造了氛围、厚植了土壤。

我市设立“工匠日”，不仅有浓厚的文化

基础、扎实的工作基础，还有广泛的民意基

础。在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张炜等18

名代表首次提出设立“工匠节”的议案。在

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设立“工匠日”

再次成为代表讨论热点，多名代表呼吁早日

设立“工匠日”，建德代表团王征等 11 名代

表提出设立“工匠日”的议案。

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市设立

“工匠日”，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的“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

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

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的实际行

动，也是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壮大能工巧匠

队伍，激发创业创新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打响“名城工匠”品牌的创新举措。设立

“工匠日”，有利于多渠道、全方位、立体化展示

劳模风采、弘扬工匠精神，进一步发挥工匠、高

技能人才的帮带、示范、领军作用，激励广大劳

动者争当新时代的先锋，推动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建设，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助推杭州

世界名城建设。

4 月 3 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作出决

定，将自2019年起的每年9月26日设立为“工匠日”。这是全

国首个经地方人大决定设立的“工匠日”。设立“工匠日”的

背后，是一个城市对工匠和工匠精神的尊重和传承，表明了

杭州尊崇工匠、关爱工匠、学习工匠的姿态和行动。

“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先秦的鲁班，三国时

期“名巧”马钧，明朝的宋应星，历史上这些杰出工匠，凝心聚

神、执着技艺、物我相忘的境界，“腰间带得纯钢斧，要斫蟾宫

第一枝”的精神，自古以来备受推崇。杭州文化中的工匠精神

也是源远流长，作为江南名城，杭州的园林山水、诗词歌赋、

人文风情无一不透露出精致的底蕴，而支撑起这份精致的，

说到底就是一种工匠精神。从5000年前的良渚玉器到北宋杭

州书肆刻工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都凝聚着世代匠心。延续

到近现代，杭州不仅拥有张小泉、都锦生等一批具有深厚历

史文化底蕴的老字号企业，还汇聚了一大批知名工艺美术大

师。传承，是联结往昔和未来的一座桥。杭州将1937年建造的

钱塘江大桥正式通车日9月26日定为“工匠日”，不仅是向跨

时代的杰作致敬，更是向工匠精神致敬，也是对杭州未来发

展需要更多“大国工匠”与工匠精神的激励与呼唤。

工匠精神写进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并且连续 4 年写

进《政府工作报告》。倡导工匠精神，首先要提高现代工匠的

社会地位，形成尊重工匠创造力和贡献的氛围。试想，一个

社会如果工匠没有地位，工匠的职业精神、创新精神焉在？

更遑论工匠精神！宋代工匠之多，离不开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宋代工匠的社会地位高。宋代刻书者往往把刻书工匠的姓

名、堂号，或书坊字号、刻书年月等事项刻于书中。这不同于

一般为质量考核而规定的“物勒工名”，而是一种自我意识或

者说职业荣耀。只有让工匠享受与之匹配的经济收入，感受

到劳动尊严，才能推动其科技文化自信，激发其职业精神，从

而培养出工匠精神。近年来，杭州先后出台“科技创新30条”

“人才新政27条”“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等政策，

开展“杭州工匠”认定工作，工匠精神成为广大劳动者的主

体意识和主流精神，为培育众多“杭州工匠”“中国工匠”，打

造更多享誉世界的“杭州品牌”“中国品牌”，推动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个充满活力、创新引领的杭州，需要天马行空的创

新，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匠心。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创业创新

都离不开工匠精神的发扬光大。杭州设立“工匠日”的出发

点，显然不是要打捞传统手工艺，而是要在全社会普及工匠

精神。工匠日设在9月26日这一天，但工匠精神的弘扬贯穿

在每一天。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大师，却可以人人成为工

匠精神的践行者。今天，我们人人怀匠心、践匠行、出匠品，

面对工作精益求精，面对困难百折不挠，面对未来充满信

心，这就是我们最现实的工匠精神，也是杭州设立“工匠日”

的时代精神所在，全国性标志性意义的价值所在。

设立“工匠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全国各级媒体聚焦杭州“工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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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晓燕） 4 月 3 日下午，

杭州市总工会联合有关部委办局召开杭州工

匠认定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杭州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郑荣胜出席会

议并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周江勇

书记讲话精神，狠抓落实，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让“工匠日”真正成为尊重工匠、关爱

工匠、学习工匠，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越剑

主持会议，并传达了周江勇书记在听取拟作

出设立工匠日决定有关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

神。市总工会巡视员翁正营汇报了关于设立

工匠日有关情况。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和工

匠代表吴国林、叶建明、张孝宅、吕民华、

余云建分别作了交流发言。会上发布了“工

匠日”logo。

郑荣胜指出，要进一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

周江勇书记讲话精神。周书记说，第一，设立

“工匠日”意义深远，有利于提升杭州的城市形

象。第二，设立“工匠日”也是依法来推进的，

整个程序到位，决策科学，最后形成全社会共

识。第三，要以“工匠日”的设立为契机，广泛

宣传，营造推进工匠精神的氛围，弘扬和光大工

匠精神。我们要深刻领会周江勇书记的讲话精

神，狠抓落实，放大效应，做实“工匠日”工

作，让工匠在全社会得到尊重，让杭州的城市形

象更完美，杭州的人文精神更丰富。

郑荣胜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

刻领会“工匠日”设立的深远意义。设立“工

匠日”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实际行动，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最美

精神的具体举措，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真实体

现。要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

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同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

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干好一一六、当好排头兵”，在市委打造

一流施工队中争当优秀队员，努力培育数以万

计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为

杭州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郑荣胜指出，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

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和职业品德的一种体

现，是从业者职业的一种价值取向和行为表

现。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是敬业、精业、专

注、创新。要深刻诠释工匠精神，通过设立

“工匠日”来铸就职工魂，匠心筑梦、实干兴

邦，让工匠精神成为杭州广大职工的主体意识

和主流精神，让工匠精神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精神动力。

郑荣胜强调，要以“工匠日”的设立为

契机，抓好发布、抓好活动、抓好宣传。要

通过宣传来营造氛围，持之以恒、强化宣

传，讲好工匠故事、做好工匠宣传，办好

《杭州工匠》 电视栏目，形成尊重工匠、争

当工匠，弘扬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要通过

活动来推动工作，为工匠提供舞台，多渠

道、全方位、立体化展示工匠才能，放大

“工匠日”的效应。

郑荣胜强调，要各方配合，协同推进。

工会牵头，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齐心协力，

按照高质量、宽容量、正能量、精数量和有

力量五个原则做好第三届“杭州工匠”认定

工作。要创新工匠培养选树和管理服务工

作，提高工匠的待遇，发挥工匠的示范引领

作用，通过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创新工作

室、工匠论坛等形式，发挥领军人才的辐射

效应，引导广大职工以工匠为榜样，进一步

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要进一步擦

亮“杭州工匠”工作品牌，文化再造，让工

匠精神进一步映衬城市品牌效应，团结带领

全市广大职工为杭州加快建设独特韵味别样

精彩世界名城、努力打造展示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发挥工会组织应有

作用。

杭州工匠认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

关负责人，市城市品牌促进会相关负责人，

市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巡视员、副巡视

员，市总工会相关部门负责人，杭州工匠代

表等参加了会议。

设立“工匠日”铸就职工魂
市总工会联合有关部委办局召开杭州工匠认定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新时代召唤工匠精神
“一流施工队”需要更多工匠人才 >>>详见第3版

打响“名城工匠”品牌

杭州设立全国首个“工匠日”

本报讯（记者 郭燕 何去非 张

晓燕）自2019年起，杭州将每年的9

月26日设立为“工匠日”。为什么是9

月26日？

原来，1937年9月26日，中国自

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

两用桥——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

这座巍然耸立在钱塘江上的标志性

建筑是杭州工匠精神的真实写照。

因此，把 9月26日设立为“工匠日”，

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致敬，更是对杭州

“世代匠心”传承的激励。

9·26“工匠日”logo的内涵是什

么？logo以工匠日三个字为原型，整

体以印章篆刻效果为主，阐述了杭州

工匠精神历史文化的传承与积淀。

印章中隐含字母H，是“杭”字首写字

母，代表杭州；图形中既有9·26的形

象又涵盖了工匠日的字形，突出了工

匠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追求完美、力

争极致的品质精神。

今年9月26日第一个“工匠日”，

市总工会将举办首届杭州职工文化

节闭幕式暨首个“工匠日”设立大会，

将第三届“杭州工匠”认定发布、首个

“工匠日”设立与杭州职工文化艺术建

设新成就相结合，并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另外，杭州市劳模工匠协会

计划也将在今年4月底成立。该协会

将建好“杭州工匠”档案，关心关爱工

匠，搭建交流平台，组建劳模工匠技术

服务队，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信息

咨询、技术改造、技术攻关、技术培训、

志愿公益等系列服务。

近年来，杭州市总工会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切实提高职工

队伍素质，广泛开展立功竞赛，大力培

育“杭州工匠”。从2016年开始，市总

工会联合多个相关部门，按照高质量、

宽容量、正能量、精数量和有力量五个

原则，开展“杭州工匠”认定工作，连续

两年共认定了“杭州工匠”60名，引导

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

伟大的时代风尚。

为什么定在9月26日？logo的内涵又是什么？

“工匠日”相关活动提前知晓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