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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钰哲 罗昙 张晓燕）今年6月起，

市总工会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

展“三促”调研活动。市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兵分八组，

以促“走亲连心”、促“攻难克坚”、促“顽疾整饬”为导向，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深入车间工地、一线职工、基层工会，

围绕推进工会改革创新、做优工会资产、加强工会系统

党的建设、夯实基层基础、助力职工美好生活、加强职工

思想引领、打响“名城工匠”品牌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等

内容深入开展调研。

7月9日、11日，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

越剑一行先后来到高新区（滨江）总工会和市直机关工

委调研计划内编外用工人员工会经费计提、管理和使用

情况。

王越剑先后听取了滨江区财政局、长河街道总工

会、杭州政兴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工会的情况汇报，

以及高新区（滨江）总工会就推动、落实计划内编外用工

人员工会经费中所做的相关工作的介绍。

王越剑指出，高新区（滨江）总工会在计划内编外用

工人员工会经费计提、管理和使用工作上有许多好的经

验和做法值得总结、学习和推广。杭州政兴人力资源开

发有限公司工会作为机关和事（企）业单位计划内编外

用工人员的劳务派遣单位，其经验和做法非常具有代表

性和启发性。希望高新区（滨江）总工会和市级机关工

会一如既往地在服务编外用工上下功夫，多创新，为职

工谋福利，真正把工会工作做到职工的心坎上，真正成

为职工的“娘家人”。

7月11日上午，王越剑一行来到拱墅区调研“爱心

驿家”建设工作。王越剑一行首先来到位于湖墅南路苏

宁生活广场内的苏宁小店“爱心驿家”和拱墅区登云路

“爱心驿家”，实地查看、了解“爱心驿家”设施设备和日

常运作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拱墅区总工会从

按需选点、联合共建、资金保障、设施齐全、活动经常五

个方面介绍了“爱心驿家”的建管用情况以及工会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情况。

王越剑充分肯定了拱墅区“爱心驿家”建设工作和

工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他指出，作为工会服务职

工的十件实事之一，工会“爱心驿家”建设是积极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竭诚服务职工的有效载

体，是工会阵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工会工作

存在感的有力抓手。

王越剑要求，“爱心驿家”建设要贴近职工群众需求，

突出工会元素，体现工会特征，将工会工作有效叠加，定期

开展各类活动，积极服务职工群众。要“建、管、用”齐抓，

积极发挥与城管等相关部门的联合共建作用。要发挥基

层工会组织网络的优势，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本报讯（记者 罗昙）“我有一个梦想，做严谨求实的工

匠。精益求精，做到最好。我有一个梦想，做勇攀高峰的工

匠。制作出最优美的艺术品。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引

领中国驱动……”“我们是沸腾的铁水，每一滴都发出高

热，我们走到哪里，就要把哪里的黑暗和寒冷冲破……”7

月9日下午，一声声激昂澎湃、铿锵有力的朗诵在萧山区文

化中心世纪剧场回响。由杭州市总工会主办、萧山区总工

会、FM89杭州之声承办的首届杭州职工文化节——“不忘

初心 信念追梦”职工讲习会暨经典诵读大赛决赛在此隆

重举行。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郑荣胜，市总工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越剑，萧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顾大飞，市总工会巡视员龚勤芳，萧山区总工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斌与现场300多名职工群众一起

观看了比赛。

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12支一线职工代表队伍，紧

紧围绕“不忘初心 信念追梦”主题，结合本职工作，生动

讲述了自己抑或是身边的时代楷模在工作岗位上奋发

有为、建功立业的感人故事。在全市职工中进一步营造

感悟初心、践行使命的良好氛围，大力弘扬劳模工匠精

神，坚定文化自信，打响“名城工匠”品牌。

初心是什么？28 路公交车司机孔胜东，是“劳模精

神”的代表人物。他说过一句名言：“公交线路有起点也

有终点，但为人民服务没有终点”，他确实这么做了，献

身志愿服务是他一辈子不变的初心。在决赛现场，孔胜

东与杭州公交公司的13名公交车驾驶员一起，以生动

的语言和饱满的热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公交人

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深刻理解：“作为公益服务行

业的从业者，我们公交人要守住的是为市民、乘客安全

出行服务的初心，要担当的是不断提高公交服务质量与

水平的使命。”

在杭汽轮这个以制造业为根的企业，员工的梦想

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杭汽轮职工李严展示了杭汽

轮改革创新铸就辉煌的历史，讲述了杭汽轮工匠秦曙

光“勇担使命、奋斗筑梦、亲历时代变革的故事。”1984

年，秦曙光与工友们不分昼夜一起攻克杭汽轮自主研

发的首台工业汽轮机的技术难题。如今，杭汽轮人凭借

着铸造“大国重器”的初心，在这一领域核心技术上不

断取得突破，杭汽轮工业汽轮机年产量已经占全球产

量的20%左右。

决赛现场，选手们的故事里充满了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的正能量：《传承》有为人民群众时时刻刻护

安全，不惧流血与牺牲的人民警察；《小我和大我》有坚守

援藏一线三年，用热情与爱心谱写援藏教育之歌的援藏教

师；《青春闪耀 承继出发》有坚守新闻理想，风雨兼程奔走

在新闻现场，记录时代、揭示真相、守望社会的媒体工作

者；《工会的力量》有牢记初心担使命，把职工群众的冷暖

安危放在心上，维护好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工会干部……

每位演讲者都用时代的最强音歌颂劳动，歌颂劳动者，他

们用激昂的斗志和铮铮的誓言表达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信念和决心。

6分钟的台上演讲对杭州市夏衍中学教师选手潘宁宁

来说，既有兴奋、紧张，也有很多感慨。“我能站在台上讲述身

边的时代楷模，本身就是对自身的一次精神洗礼。作为一名教

育工作者，我要时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爱心耐心去培

育学生。”

“听了那么多选手的精彩演讲和经历分享，我更加

认识到，要让更多的职工走上岗位成才、技术创新之路，

必须继续弘扬工匠精神。同时，正是他们不忘初心的奋

斗，才成就了今天祖国的强盛与伟大，才有了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现场聆听的青年职工李丽说。

据了解，此次“不忘初心 信念追梦”职工讲习会暨

经典诵读大赛是市总工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组成部分。“不忘初心 信念追梦”职工讲习会

暨经典诵读大赛自4月开赛以来，全市各级工会和职工

朗读爱好者广泛参与，共收到62件职工诵读作品。大赛

组委会组织专家对作品进行了初审，共有12件作品入

围了决赛。

由浙江省朗诵协会会长刘忠虎，杭州文广集团编

委、杭州之声总监、杭州市朗诵协会会长金波等专家

组成的评委组对选手的语言表达、态势神情、选文立

意等方面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判。经过 2 个小时的激

烈角逐，萧山区总工会、经信工会获得一等奖并捧回

了工蜂奖奖杯，富阳区总工会、江干区总工会、宣文卫

工会、钱塘新区总工会获得二等奖，教育工会、工业工

会、拱墅区总工会、旅贸工会、建设工会、发改农林工

会获得三等奖，萧山区总工会、经信工会获得最佳舞

台表现力奖。

本报讯 （记者 张晓燕） 7

月 11 日，“杭州工匠”认定工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召 开 第 三 届

“杭州工匠”认定工作专家评审

会议。

第三届“杭州工匠”认定工

作自今年 1 月中旬启动以来，受

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并得

到了全市各行业主管部门、行业

协会和各区县市、产业工会的大

力支持。在前期开展的推荐报名

阶段，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踊跃

报名，共有 305 人申报，比去年

增加了40人。

这305 人中最大的76 岁，最

小的 22 岁，平均申报年龄是 46

岁。据“杭州工匠”认定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本届

报名呈现三大特点：

—是凸显时代特征。这次候

选人推荐，聚焦杭州“六大行

动”、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

等重点工作。他们中，有来自人

工智能领域的数据科学家、网络

信息安全领域的安全专家、芯片

行业的首席技术专家、物联网行

业的技术专家等。

二是行业覆盖广泛。这次候

选人涉及数字经济、高端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建筑业、传统手工技

艺、医疗、教育、文化等数十个专

业领域，其中还出现了文教卫生、

刑事侦查技术、情报分析、淡水捕

捞、木版水印等前两届申报人员未

涉及的专业领域。

三是突出专业导向。参评的

候选人整体质量较高，有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以及全国技术能手、省首

席技师、全国、省技能竞赛第一

名等专业荣誉的人员。

目前认定工作已经进入了专

家评审阶段。

据悉，本次参加评审的专家

是由相关行业知名专家、历届杭

州工匠、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

方面人员组成。所有专家均现场

签订专门的专家承诺书，承诺公

平公正，与参评人员有利害关系

会影响评选公正的予以回避。专

家根据参评人员的专业性、影响

力、所获荣誉等方面进行详细的

量化评分。

专家评审阶段之后，将提交

领导小组审定并进行社会公示。

最终将于2019年9月26日全国首

个“工匠日”当天发布第三届

“杭州工匠”名单。

不忘初心 信念追梦
首届杭州职工文化节——职工讲习会暨经典诵读大赛决赛举行

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市总工会领导班子深入基层开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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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浙江工人日报 下车间、进工地，察实情、听

建议。7 月 10 日至 11 日，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蔡振华率调研组赴浙江，围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开发区 （工业园区） 工会建

设开展专题调研。蔡振华强调，要扎实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

命感，打造基层工会工作新高地。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才方，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郑荣胜，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王越剑，省市总工会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

调研。

在杭州，蔡振华一行赴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走

进德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

营和工会工作开展情况；深入第19届亚运会场馆建设

工程工地，调研农民工入会工作并慰问建设工人；考

察传化集团，调研公路港货车司机入会工作。座谈会

上，调研组听取了省总工会、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

会的工作汇报，并与工会干部、劳动模范、一线职工座

谈，听取意见建议。

蔡振华对我省工会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

定，评价我省各级工会理想信念坚定、勇于担当作

为、思想观念解放、创新氛围浓厚。他说，浙江各级

党委高度重视工会工作，为工会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

坚强的政治保障；全省各级工会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确保党的决策部署在工会系统得到贯彻

落实；各级工会认真研究开发区 （工业园区） 工会工

作，激发了开发区 （工业园区） 工会工作活力；各级

工会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规划，切实推进工会重点工

作，发挥了创新示范作用。座谈中，蔡振华结合当前主

题教育和开发区 （工业园区） 工会建设提出了具体

要求。

蔡振华指出，要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充分认

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统一思想认识，精心谋

划部署，认真组织实施。要把主题教育与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

起来，改进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切实做到往深

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正确处理开展主题教育

与抓好当前工作的关系，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做到

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要坚持党建引领，拓宽工

作格局。党建带工建是做好工会工作的根本保障，要

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和深化党建带工建工

作，努力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工会主抓、社会

配合的良好工作格局。

蔡振华强调，要高度重视开发区 （工业园区） 工

会建设，打造基层工会工作新高地。开发区 （工业园

区） 企业集中、职工集聚，既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

地，也是工会工作的重点领域，要在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中，找准工会工作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努力把党

政所需、职工所盼与工会所能相结合。要聚焦建会入

会工作，夯实基层工会建设。组建工会和发展会员是

工会经常性工作，必须常抓不懈、常抓常新。要深入

开展百人以上企业建会专项行动，通过强带弱、大带

小，推动中小企业普遍建会。开发区 （工业园区） 作

为企业集聚地，更要聚焦发力，抓紧抓实工会组建工

作。要继续深化货车司机等群体的入会工作，拓展工

会工作空间，以入会强建会，以建会促入会，努力实

现基层工作稳中有进、持续发展。

蔡振华指出，要深化改革创新，激发基层活力动

力。要坚持依法建会、依法管会，依法履职、依法维

权，不断提升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水平。要紧抓工会

深化改革的机遇，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积

极探索创新组织体制、管理模式、运行机制、活动方

式，推动工会改革向基层延伸、向基层拓展，更好地

联系、服务职工群众，切实担负起团结引领职工听党

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

座谈中，调研组和我省各级工会干部、职工代表

就深化党建带工建工作、推进会员实名制、基层工会

经费保障、稳定社会化工会工作者队伍等课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

蔡振华在浙江调研工会工作时强调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打造基层工会工作新高地

蔡振华（左二）率调研组走进德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工会工作开展情况。 记者 王建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