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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墉） 日前，2018

年度中国饭店品质榜年度总榜单——金

爵榜正式发布，杭州市职工休养院（杭

州六通宾馆） 在全国 2400 家参赛酒店

中脱颖而出，荣获 2018 年度中国单体

饭店品质榜第四名。

“中国饭店品质榜”旨在推动中国

饭店业更加关注品质、努力挖掘品质的

价值内涵，通过提升品质价值来促进饭

店提质增效和模式创新。2018 年度中

国饭店品质榜年度总榜单，依照中国饭

店品质联盟公布的饭店品质测评标准，

和泰盛典按季度分四轮对国内5万余家

各类型饭店进行了测评，包括“网络口

碑+价格表现”“文化与特色+价格渗透

力”“硬件与功能+管理与服务”“员工

满意度+其他加分”等，每季度发布一

轮阶段性测评结果，最终确定 2400 家

符合条件的饭店作为年度中国饭店品质

榜的入围饭店。

此次，杭州市职工休养院（杭州六

通宾馆） 能够从众多的酒店中脱颖而

出，可谓实至名归。杭州市职工休养院

（杭州六通宾馆）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定

的“劳动模范疗休养基地”，地处杭州西

湖风景名胜区中心地带，毗邻西湖，背

倚南高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

环境，营造出良好的休养氛围。其中，江

南风情庭院式的建筑古朴典雅，内庭与外

庭芳草依依，绿树参差，生机盎然；小景

与花园相映成趣，呈现四季如春的景致，

镶嵌于青山绿荫之中，尽得风雅之韵。中

餐厅主营杭帮菜和粤菜，汇集了中外美食

精华，能满足宾客的不同饮食需求。同

时，还设有大、小会议室和宴会厅，拥有

各式典雅客房，齐全的会议设施、专业的

服务团队，每年还承接市总工会组织的上

千名劳模和一线职工休养任务，年均接待

休养人员数超过2万人。

“获得好成绩，是对我们全体职工

工作的一种肯定和鼓励。荣誉是鼓励，

更是前进的动力。”杭州市职工休养院

（杭州六通宾馆） 负责人表示，全体职

工将把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的精神融入接待工作中，

以一流的状态打造一流的劳模和一线职

工疗休养基地。

杭州市职工休养院（杭州六通宾馆）再获业界大奖

本报讯（记者 凌姝文）你知道职工

文化吗？

职工文化是一种素质文化，属于企

业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任何企业的发展

都离不开职工文化。在网易 20 周年纪

念日上，网易杭州研究院执行院长曾作

了一篇演讲，概述了网易的文化和风格，

题目是《以匠心，驭创新》。拿网易热销

的小木马来说，一个小木马从尺寸比例

到材质配色再到细节雕刻，都蕴含着职

工的审美和文化素养。

杭州的职工文化是怎样的呢？

进入“杭州职工文化网”，在首页左

上角能看到一组5个词语：爱杭州、爱学

习、爱岗位、爱创新、爱生活，这15个字

的杭州职工价值观便是杭州职工文化的

精髓。

杭州职工人才济济。杭州汽轮机股

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吴国林，从事汽轮

机装配工作40余年，创造了“快装台位

法”，被评为杭州市绝技绝活；靖江非遗

传承人叶建明，从事丝绸加工近40年，

能在丝绸上画画，他制作的“丝绸画缋”

手包成为赠送东盟各国首脑的国礼……

你身边一定也有很多深藏不露的职

工吧？他们白天出入工厂写字楼，晚上

执笔书画、吟诗作词样样精通。

为展示杭州职工优秀文化艺术的最

新成果、搭建职工素质文化交流平台，杭

州市总工会将于今年5月至9月，举办首

届杭州职工文化节，推出一系列文化活

动，欢迎广大职工朋友报名参加。

首届杭州职工文化节来啦，一直热闹到9月
寻找身边会诵读、会小品、会跳舞、会拍视频的你

（一）开幕式与闭幕式

开幕式定于5月中下旬在萧山德意集团举行，以一场“我们都是追梦人”——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的经典诵读会，拉开首届职工文化节序幕。

闭幕式定于9月26日举行，突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主题，以一台杭州职工

文艺汇演暨颁奖晚会展示本届职工文化节精品力作和杭州职工文化艺术建设新成就。

（二）信念追梦——职工讲习会暨经典诵读文化周

于6月举行，以杭州职工诵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

书记对工人阶级、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等经典理论著作为主线，开展职工经典诵读

大赛、诵读名家讲座欣赏文化周等系列活动。

（三）劳动筑梦——职工情景剧小品文化周

于8月举行，以各区县（市）、开发区（集聚区）产业的劳模工匠、一线职工、工会

干部事迹为创作主题，举办一场职工情景剧小品大赛，围绕大赛开展一系列培训，

坚持身边人演身边事。

（四）美好圆梦——职工书画摄影文化周

于7月举行，以展现新时代职工美丽工作状态及美好生活为主题，由职工书画

摄影大赛、大咖讲座、优秀作品展览组成。

（五）舞动中国梦——职工舞蹈艺术文化周

于8月举行，开展职工原创舞蹈大赛与展演，集中展示我市职工文化领域创新

编排舞蹈作品，并开展围绕大赛的系列培训沙龙等活动。

（六）网聚正能量——职工短视频大赛

以杭州工会微信公众号为主阵地，5月－9月举办以“咱们工人有力量”“我和

我的祖国 ”为主题的短视频大赛。

活动亮点抢先看
活动内容与规则

本报讯（记者 王钰哲）4 月 12

日，市政协工会界别召开政协委员会

议，传达全国政协会议精神，听取各

政协委员对界别工作和界别活动的

意见建议。市政协常委，市总工会党

组成员、副主席龚勤芳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政协工会界别有关政协委员，

市总干部人事处处长易磊参加会

议。市政协工会界别召集人张也平

主持会议。

会上，市政协常委林蔚传达了

全国政协会议精神，市政协工会界别

联络员汇报了市政协联络员会议的情

况，市政协委员吴立红对政协提案工

作的有关要求进行了说明，各政协委

员交流了本年度履职活动打算和集体

提案设想，并就进一步开展好界别工

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龚勤芳指出，市政协工会界别

工作要坚持思想引领，立足界别特

色，聚焦职工群众，服务中心大局。

她强调，作为市总工会，要为工会界

别委员履职构建服务平台，加强履

职管理，在做好市政协规定动作的

同 时 做 好 自 选 动 作 ，彰 显 工 会 特

色。作为政协委员，要提高提案的

有效性，把握“准”字，切口宜小，立

意要深，在充分反映社情民意的同

时要有可操作性。作为工会界别，

要更多地关注一线职工，彰显鲜明

的工会特色，在提案议案中反映职

工诉求，发出工会声音，工会界别的

委员要为界别工作出点子、出举措，

发挥委员的作用。

今年，市政协工会界别将结合市

总工会“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

活动、“助企业、稳就业、促创业”专项

服务活动和其他工会重点工作，积极开展民主监督、

视察考察等界别活动，并鼓励工会界别政协委员以片

组活动等形式自发开展活动，积极履职建言。

市总工会
召开干部人事专项业务会议

本报讯（记者 韩晓云 通讯员 徐丽芬）4月10

日，市总工会召开了干部人事专项业务会议，市总

各部门、产业工会，直属事企业单位分管领导、人

事干部共50余人参加了会议。市总工会巡视员翁

正营出席会议并讲话。

为落实市有关会议精神，进一步规范干部人事

工作，会上，干部人事处传达了市委组织部相关会

议精神和全市选人用人专项检查情况，重点学习了

新出台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人事档

案工作条例》，并对因私出国境、加班审批及补休

制度、考勤制度等常见问题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解

读，对与会人员进行了业务指导，并就近期干部人

事重点工作和要求进行了部署。

会上，翁正营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学习好市有关

会议精神。组织人事工作者一定要充分认识新形势、

新任务给自身素质提升提出的新要求，切实增强学习

的紧迫感和自觉性。二是贯彻好相关人事政策业务。

人事干部要自觉执行，严格按制度执行，做好管理审

核。三是培育好干部人才队伍。要紧紧围绕为党和国

家选拔人才这个宗旨，适应组织部门管理体制改革的

要求，培育一批高素质、凝心聚力干部人才队伍。四是

沟通好相关业务工作。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组织

人事工作者要保持满腔的热情、无畏的勇气，积极进

取，勇挑重担。

市总工会
组织机关党员干部观看《特别追踪》

本报讯（通讯员 朱艳萍）为进一步加强法治宣

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引导机关党员干部自觉树立

法治观念，目前，市总工会组织机关党员干部观看电

影《特别追踪》。

该片由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联播聚客（北

京）国际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山东省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联合摄制。影

片通过讲述一个“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司

法案例，聚焦人民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热点问

题，刻画了失信被执行人在社会上遭遇的种种窘

境，展现了各级人民法院开展执行攻坚的坚定决

心，记录了法治中国建设的进步历程。

观看电影后，大家纷纷表示，对我国推进法治

建设的历程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在今后的工作生活

中，要积极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思想，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

好公民、好党员。

市职旅社
举办2019年度导游技能大赛

本报讯（通讯员 虞文璐）为进一步树立职旅

社优质的疗休养旅游品牌形象，提升导游综合素

质，为广大职工打造“品质之旅、幸福之旅”，日

前，杭州市职工国际旅行社举办 2019 年度导游技

能比武大赛，比赛吸引了数名专职和兼职导游参

加，并邀请了杭州市工匠、终身金牌导游余云建担

任评委。

比赛分为三部分：欢迎词加自选景点讲解加欢

送词、随机抽选案例以及抽选景点讲解，考验导游

的语言与仪态、讲解技巧和内涵、导游实务能力和

应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力和处理能力。专职导游刘

妍讲解恩施的饮食文化和概况，笑容亲切，讲解内

容丰富多彩且有一定的内涵和深度，获得本次比

赛的第一名。

本报讯（通讯员 刘娜）市旅贸工会

近日下发通知，在全系统继续深入开展

“比学赶超”、创建“一会一品”活动。活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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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围绕市委

“干好一一六，当好排头兵”决策部署，

对标市总实施“六大工程”、实现“四转

四全”任务要求，立足推进旅贸产业高

质量发展、促进旅贸职工过上高品质生

活主要任务和履行团结带领旅贸职工

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聚力杭州

“一城一窗口”建设的时代责任、竭诚服

务职工的法定责任，推动基层工会工作

在创新理念中比学赶超，在比学赶超中

争先进位，在争先进位中提升服务，为

更好服务党建、服务发展、服务职工注

入生机和活力。

据了解，今年的“一会一品”创建活

动将和“比学赶超”活动紧密结合。通知

强调，“比学赶超”、创建“一会一品”活动

要以比工作理念、学优化服务，比工作决

心、学克难攻坚，比工作标准、学工匠精

神，比工作成效、学工作方法，比工作状

态、学工作作风的“五比五学”为抓手，在

建会入会、职工之家建设、和谐劳动关系

创建、工资集体协商、立功（劳动）竞赛、

技能竞赛（比武）、“安康杯”竞赛、文体活

动、困难帮扶、关心关爱、为职工办实事

等方面开展工作。活动结束后，市旅贸

工会将召开专题会议，用“一会一品”创

建来检验“比学赶超”的成果，推动“一会

一品”从盆景变风景成风尚，全力营造

“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市旅贸工会通过开展“一会

一品”创建活动，激励基层工会自主创建

受欢迎、有实效、可持续、影响大的服务

项目，并固定成自己的工作品牌，积极构

建更具“引导力、学习力、创造力、服务

力、凝聚力”的工会组织，努力在推动发

展、服务职工、促进和谐上更加积极作

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杭州粮油发展有限公司工会创建

的“基层服务点”，就是市旅贸工会“一

会一品”创建活动成果之一。有问题，

找工会娘家人，而当公司不断发展壮

大，如何使“娘家人”的关爱传递到每

一位职工，如何使工会从组织覆盖升

级到工作覆盖？杭州粮油发展有限公

司工会从会员的组成结构、服务需求

出发，设立了“基层服务点”，使工会工

作更贴心、更务实、更接地气，工会工

作者“娘家人”也越当越顺。

针对会员的分布情况，杭州粮油

发展有限公司工会目前已设立 3 个基

层点，即公司安全管理服务点、军粮保

供服务点、商户分工会服务点，主要职

责一是志愿服务，即开展各类为基层

服务的项目和急难险活动；二是帮扶

服务，群众或商户有困难，需要帮助解

决的，及时能得到基层服务点的反馈

或解决；三是意见或建议征询服务，倾

听一线职工的呼声和需求，有针对性

地开展工作。

旅贸系统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如何

在寒暑假期间，为来杭的“小候鸟”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同样是各级工会关心的

问题。西湖博物馆工会的“一会一品”就

是为“小候鸟”提供服务，自 2009 年开

始，博物馆工会每年与西湖街道龙井村、

净寺社区联合开展暑假外来务工子女

“小候鸟”夏令营活动，邀请暑假期间来

杭团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父母在

杭共同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农村

留守儿童到西湖博物馆参观，并为他们

量身打造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

体验专属活动。近年来，西湖博物馆工

会还先后成立了社区青少年俱乐部、“流

动花朵”夏令营，并为本馆外来务工子女

设立“奋飞奖”，奖励品学兼优的学子，帮

助困难学生家庭。

结合“比学赶超”创建“一会一品”
市旅贸工会激励基层工会打造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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