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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朱艳萍）今年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五四运动

100 周年，为进一步激励和引导市总团

员青年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日前，市总工会举办“火红青

春献工运”青年成长论坛，市总工会党

组 书 记 、常 务 副 主 席 王 越 剑 出 席 并

讲话。

会上，六位团员青年代表作了发

言。大家谈到，作为青年一代工作中要

善于抓住轮岗、下基层等多岗位锻炼机

会，在工会的大舞台上积极发挥年轻人

朝气蓬勃、视野宽广、热情上进的优势；

在学习中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加强

自身的业务培养，切实提高为基层职工

服务的水平。

王越剑从自身的求学、工作经历

谈起，与团员青年们分享了“学习、工

作、生活”的意义和真谛，教诲团员青

年在学习上，要时刻保持良好的学习

状态，不断加强自身工作业务、学历知

识、哲学素养、政治理论等方面的知识

积累；在工作上，要干好本职工作，甘

于奉献和担当，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

在生活上，要学会感恩，真切体会和感

悟青春这一段美好时光。王越剑还与

团员青年分享了读书体会和人生感

悟，并为机关团支部、工人业余大学团

支部、职工服务中心团支部和工人文

化宫团支部赠授了红色经典、古典文

学、青春奋斗、现代美学四个方面的

书籍。

今年市总工会机关团总支围绕工

会中心工作，以“干好一一六、当好排头

兵、青春献工运”为载体，相继开展“不

忘初心·‘青’近民生”志愿服务、“回望

初心”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经典”一把

手荐书、“我和我的祖国”等系列活动，

带领机关团员青年成为服务工会大局

的生力军、施工队，为建设独特韵味别

样精彩世界名城奉献青春。

本报讯（记者 王钰哲） 4 月

16 日，市总工会在云栖小镇召开

全市工会组建“百日攻坚行动”

比学赶超活动，结合“五比五

学”活动，进一步推进全市工会

组建行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主席郑荣胜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总工会领导王越

剑、龚勤芳、陈新、张坚申、朱

幼青、应满红、杨洪富、朱佳

龙、孔胜东、封飞行、翁正营，

市 总 工 会 各 部 门 ， 各 区 、 县

（市） 总工会，产业工会有关负责

人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参观了数梦工场科技

有限公司工会和云栖小镇党群服务

中心，实地考察了西湖区总工会、

云栖小镇总工会工会组建情况。会

上，各区、县（市）总工会汇报交

流了工会组建“百日攻坚行动”

情况。

4月3日，杭州市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设立“工

匠日”的决定，把9月26日定为“工

匠日”。郑荣胜指出，“工匠日”的设

立带给我们五个方面的启示，在工

作中要有做事情的干劲、占先机的

冲劲、不放弃的韧劲、抓到底的恒劲

和干成事的巧劲。他强调，“工匠

日”并非仅是工匠的节日，每一个人

都应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通过

学习工匠、争当工匠、弘扬工匠精

神，每一个人都可以怀匠心、践匠

行、出匠品，而工会工作者更应首先

成为工匠，践行工匠精神，以工匠精

神推进工会组建工作。

郑荣胜指出，用现场会的形

式，结合比学赶超活动，进一步

推进工会组建工作，既形成了浓

厚的氛围，又激励大家互比互学

互进。一是形成浓厚氛围。通过

营造工会组建的强大声势，让大

家明确只有在做好工会组建工作

的前提下，才能团结教育引导广

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体现工会

工作的政治性群众性先进性；才

能服务好市委“干好一一六、当

好排头兵”“一流施工队”的工作

大局；才能履行好工会的教育引

领、维权服务职能，使职工群众

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

能进一步强化今年市总工会“六

大工程”中的固本强基工程。二

是互比互学互进，在认识上、决

心上、行动上、工作实效上比出

差距、寻找不足的同时借鉴、吸

收、再创新，通过相互启发，取

长补短，共同提高。

郑荣胜强调，要坚持行动实

干至上，形成全会抓组建、全员

抓组建、全力抓组建、全域抓组

建的工作机制和浓厚氛围。一是

明目标，要明确“百日建会千

家，发展会员十万”的阶段性目

标、百人以上企业建会和新领域

新群体建会的重点目标、“哪里有

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的最终目

标，持之以恒不断推进。二是抓

领导，要争取党委和行政对工会

组建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工会各

级领导要亲力亲为，率先垂范，

以上率下，压实责任，转变作

风，把工会组建工作抓深入、抓

扎实。三是强宣传，通过多样化

的形式和手段做好工会组建的宣传工

作。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向企

业宣传中国工会的职能、作用和工会服

务企业、服务职工的政策，让职工了解

加入工会的好处。四是要创新，创新工

会组建形式和组建方法，采取单独建、

联合建、挂靠建、兜底建和区域建、行

业建等行之有效的办法，扩大工会组织

的覆盖面。五是重实效。建会是工会工

作的前提和基础，要在建会之后进一步

发挥工会组织的职责和作用，使基层工

会组织真正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

从今年2月起，市总工会在全市开展

工会组建“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产业

工会高度重视，狠抓落实，截至 3 月

底，全市工会“百日攻坚行动”已新建

基层工会854家，其中百人以上企业182

家，发展会员5.87万名。

火红青春献工运
市总工会举办青年成长论坛

郑荣胜在全市工会组建“百日攻坚行动”比学赶超活动现场会上强调

以工匠精神推进工会组建工作

日前，在杭州工会组建“百日

攻坚行动”比学赶超活动现场会

上，亮出了全市工会组建工作的成

绩单：截至3月底，全市“百日攻坚

行动”已经新建基层工会854家，其

中百人以上 182 家，发展会员 5.87

万名。工会的一切工作从组建开

始。工会组建是工会凝聚力、创造

力的基础，也是深化工会改革的落

脚点和归宿点。市工会组建“百日

攻坚行动”的目标是“百日建会千

家、发展会员十万”，重点是百人以

上单位和新经济领域、新经济业态

以及货车司机、快递小哥、家政服

务员、保安员等新群体。

近年来，杭州面对“建设什么样

的工会、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

时代课题，在继承中创新，在探索中

前进，逐渐走出了一条深耕基层、精

准对接职工群众需求的工会组建之

路。特别是4月3日，杭州市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

设立“工匠日”的决定，为推进工会组

建工作，营造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

尚。在全国两会上，一名95后砌筑

工出现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中，

有媒体在报道时用了一个意味深长

的标题——“小泥工遇到了大时

代”。这名“小泥工”展现出标志性的

意义：经济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这

也将是一个属于高素质技术工人的

“大时代”。在这样一个“大时代”，如

何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建设好一支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新时代产

业工人队伍？是新时代工会面临的

新课题。杭州设立“工匠日”并非仅

是工匠的节日，而是要使工匠精神

成为每一个职工的精神追求和价值

认同，使工匠精神成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加速器”。

杭州要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

的世界名城，离不开千千万万个工

匠的贡献。在工会组建中，要弘扬

工匠精神引导广大职工发挥主力军

作用。近年来，市总工会积极开展

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赛，今年就要

举办10场市级职业技能竞赛；围绕

职工职业技能提升，市总工会积极

开展各种类型的培训项目，建立健

全终身学习制度。从2012起，市总

工会每年都会资助千名优秀外来务

工人员上大学，至今已累计资助了

6000余人。各区、县（市）的工会组

建工作势如破竹。上城区总工会恪

守一个“准”字，精准服务基层；滨江

区总工会突出一个“活”字，精准施

策，推动企业建会；西湖区总工会则

体现在一个“攻”字，开展立功竞赛

能助力企业攻坚克难等。正是全市

各级工会组织践行工匠精神，让杭

州职工队伍不断壮大、整体素质明

显提高，工会组建工作活力满满，各

行各业工匠在杭州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带头示

范作用越来越大，也进一步彰显了

杭州职工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的

主力军作用和主人翁地位。

城市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各行各

业劳动者的默默奉献和辛勤努力，

培育好、学习好、宣传好“工匠精神”，

打造和做强“名城工匠”品牌，培养和

造就高素质职工队伍，体现的是杭

州各级工会打造“干好一一六、当好

排头兵”一流施工队的担当。

弘扬工匠精神让工会组建活力迸发
本报评论员 郑莉娜

本报讯（记者 高海伟 通讯员

毕昱 叶子玮）最是一年春好处，喜

结良缘正逢时。4月21日上午，由杭

州市总工会举办的“爱在杭州 缘定

一九”新杭州人新婚盛典在杭州市

职工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来自英国、

乌克兰及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

区）的100对新杭州人在现场500余

名嘉宾亲友的见证、祝福下喜结

连理。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总工会主席郑荣胜，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钮俊，市总工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越剑等

领导和嘉宾为新婚盛典活动揭幕。

全国劳动模范、浙江华日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励君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和老一辈创业

者代表，为百对新人证婚，并送上

新婚祝福。

美妙浪漫的《婚礼进行曲》响

起，100位美丽新娘身穿白色婚纱，

手捧鲜花，从打开的“幸福之门”款

款走下，缤纷的彩球交织飘洋，形

成一道道幸福拱门。大屏 VCR 出

现了新郎们的身影，快递小哥、IT

精英、警察、教师、货车司机等，从

各自的工作岗位向幸福出发，奔向

自己的新娘，在现场交织成最美的

风景。

喜上眉梢、开门大吉、爱的见

证、牵手杭州、喜事连连、甜蜜时

光、幸福珍藏、爱与祖国同行……

工会精心设计的十二幕场景环环

相扣、交相呼应，将婚典温馨甜蜜

的气氛不断推向高潮。在幸福抽奖

环节，有2对新人幸运获得了工会

提供的“比翼双飞”万元蜜月基金，

另有 30 对新人分别收获“天长地

久”“相濡以沫”等幸福奖项，市总

工会还为每对新人送上了一份幸

福大礼包。婚典尾声，全体新人与

现场嘉宾亲友齐声高歌我和我的

祖国，将幸福喜悦化作逐梦新时代

的前进动力，把最美的祝福献给即

将70华诞的祖国。

本次新婚盛典活动报名启动

后，第一对来报名的是对博士夫妇。

女博士小黄是山东人，上海师范大

学博士毕业，现在杭州师范大学当

老师。男博士小程，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博士毕业。两人是2016年登记结

婚的，现在已经有了一对可爱的千

金。前段时间，小程了解到“新杭州人

新婚盛典活动”是杭州市总工会关

心关爱新杭州人的一项大型公益活

动,第一个报名参加。小程说，他跟小

黄当年只是领了本结婚证，啥个仪

式都没来得及办。他俩都觉得这个

活动很有意义，借此机会也是弥补

一下心中的小遗憾。

对于来自浙江庆元和龙泉的

小吴和小项而言，今天的婚典别具

意味。十年前，他们在杭州这座美

丽的城市相识相恋，然而，就在相

恋的第三年，女友小项患上了重

病。七年来，小吴始终不离不弃，一

边努力工作赚钱，一边为女孩寻医

治病，两人的感情在逆境中愈加醇

厚。婚典当天，工会特意将他们的

父母从家乡请到杭州现场观礼，见

证并祝福这段风雨同舟、冷暖与共

的爱情长跑花开结果。这份意外惊

喜让两位新人不禁喜极而泣。

在婚典现场，高喊着“我们是新

杭州人”、“我们结婚啦”，两对金发

碧眼的外国新人引起全场瞩目。来

自乌克兰的小伙安德烈告诉记者：

我叫安德烈，我的妻子叫朱莉娅。朱

莉娅是一名舞蹈老师，我是一名英

语老师。我们的生活与舞蹈和教学

息息相关，在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

和可爱的中国孩子在一起。我们已

经深深爱上了中国和杭州。谈到参

加集体婚礼的感受，安德烈兴奋又

激动地表示很热闹也很有意思，让

我们成为杭州的一部分并享受中国

的文化。”

杭州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举办“爱在杭州”为主题的新杭

州人新婚盛典，是市总工会坚持以

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关心关爱

外来职工的一项大型公益活动，旨

在提升新杭州人和外来建设者的

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该项活动自

2011 启动以来，至今已举办了八

届，见证了600多对新杭州人步入

婚姻殿堂。

将幸福喜悦化作逐梦新时代的前进动力

杭州市总工会为百对新杭州人举办盛大婚礼

摄影 李忠

职工的“娘家人”

办了一场

比学赶超现场会

成绩单里
“晒”的都是
职工利益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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