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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院长，您来啦。这回可要多住几天，

我还有好多客房改造的问题要问您呢。”走在

下姜村的路上，村民们对于自家民宿升级的

渴望在一句句招呼声中表露无遗。

这几年来，下姜村的民宿产业正以惊人的速

度变化着。昔日的农家乐摇身变成摆置整洁有

序的民宿；焕然一新的菜品、有礼有节的餐桌服

务正“串珠成链”……从点到面，从软件到硬件的

改变，在下姜民宿的每一个角落发生。

不忘初心，只争朝夕。改变的背后，有

六通人的默默奉献。“每次来下姜，我都会在

之前教学的基础上更新培训内容，送知识，

送技能，真正做到他们所需，我们所能。”作

为市职工休养院院长的陆军总是举旗定向

带头实干。

联合助力 打造互联网销售有效通道

“我想在携程网上销售客房，但是不知道

怎么操作。”沉稳寡言的拾光小院民宿主姜德

华面对网上营销心有余力不足。而姜德华的

困惑也是部分民宿经营户的困惑。根据村民

的实际需求，8月6日-7日，市职工休养院想其

所想，邀请携程网淳安区域经理丁浩一同前往

下姜，挨家挨户上门解决问题。

下姜村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的联

系点，他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四到下姜

村，并将其称为自己“了解省委决策在基层效果

的窗口”。这几年，随着第一幢民宿的拔地而起，

村里出现了一批批的游客，村民获得了一笔笔农

田山地之外的收入，村庄迎来了大踏步的前进。

而今，不少民宿的主人，迫切需要更专业的指导

来拓宽销售渠道，突破发展瓶颈。

2016年开业的玖玖民宿，虽然在携程网

上已拥有销售的页面，但相关信息却并不完

善。“我之前就很想把线上销售这一块做好，

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操作，这回市职工休养院

把培训送到了我家门口，真的帮了大忙。”老

板娘邵娟一边记录要领一边说。

在近2年的相互了解中，市职工休养院

得知一些民宿经营者对网上销售颇有想法，

但受困于不懂网络、不会操作平台、不会接单

等客观的因素无法达成心愿，因此组织开展

了此次“试水”，从结果看效果明显。

截至目前，下姜村共有民宿33家，其中中

高端类型8家。“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

对低端民宿进行打包上网，加大销售的覆盖

面。”下姜村工会主席姜祖见表示。

花样培训 提高农村经济“品质化”进程

餐饮礼仪培训、插花茶艺培训……此次

入村，市职工休养院联合市工人文化宫出动

了多位“行家”，包括全国技术能手、首届杭州

工匠朱晓丽，浙江省花艺大师、吴越流创始人

陈慧珍，市职工休养院餐饮部经理周杰等，双

管齐下，民宿培训和下姜人家餐厅培训两手

抓。老师们以实践操作为主、理论授课为辅，

面对面言传身教，为更好地推进下姜村民宿

向特色化、艺术化、标准化方向健康发展理思

路、找对策。

“没想到今年的七夕节学到了这么实用的茶

艺技能，回头我多练习练习，以后客人住进来，我

也可以露一手啦！”喜进楼的老板娘王美琴学完

茶艺学插花，一下午收获满满。这方学习插花茶

艺，那方学习上菜摆盘，现场气氛好不热闹。据

了解，下姜人家餐厅是由村委和村民共同集资打

造的特色餐厅，但由于工作人员均为没有受过专

业培训的村民，导致业务水平不到位，服务质量

不达标。市职工疗休养院针对这一情况，对症下

药，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守初心、担使命。白加黑、授课加走访，在

忙碌中，时间过得极快。“2年，这里民宿有了质

的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服务理念

——从被动变为主动。”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说，下一步，将围绕“大下姜”发展格局的新要

求，邀请下姜村及周边地区的民宿经营者共同

参与第二届“六通工匠”技能比武暨第十届服

务技能大赛。

其实，这里的村民早已将市总工会的工作

人员当成自己的朋友。心有群众、心入群众、心

为群众，村民一句“大哥”胜过千万言语。陆军

也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来下姜了。

本报讯（记者 王钰哲）8月7日，市总工会

召开月度工作例会，并围绕学习贯彻市委十二

届七次全会精神，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越剑主持会

议并讲话，市总工会领导陈新、沈慧、张坚申、闻

国平、应满红、杨洪富、龚勤芳、张明，市总工会

各部门、产业工会、直属事（企）业单位和江干区

总工会、萧山区总工会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市总工会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汇报

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情

况、7月份工作情况和8月份工作安排，江干

区总工会和萧山区总工会主要负责人分别

介绍了在思想引领、工会组建、文化活动、劳

模工匠工作、技能比武、困难帮扶等方面开

展的特色创新工作。

随后，参会人员围绕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

神和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郑荣胜对工会工作的具体要求，开展解放思想

大讨论。基层工作部、经济工作部、保障工作

部、技协办、市工业工会、市旅贸工会、市建设工

会、市经信工会主要负责人发言，大家纷纷表

示，要提高政治站位，着眼全市工作大局，对标

全省第一、全国一流工会，把思想行动统一到

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上来，将贯彻全会精神与市

总工会“六大行动”“十件实事”全年工作目标相

结合，对标“持续打造中国数字经济第一城”、

“不失时机地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持续擦亮

‘最具幸福感城市’的金字招牌”等十个方面重

点攻坚项目，结合工会工作，加以贯彻落实，既

要继续做优做实职工素质提升工程、“五位一

体”职工技能提升机制、“五小五技”创新活动、

“春风行动”、在职职工医疗互助、“爱心驿家”等

工会工作经典品牌，也要全力以赴抓好“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做好工匠日系列活

动，开展好“春风行动”20周年系列活动，积极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贯彻落实《新时代杭州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在服务大局

中扛起工会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王越剑指出，7 月以来，市总工会各部

门、产业工会和直属事（企）业单位坚持“两

手抓、两不误”，取得了主题教育和部门工作

“两促进、两提升”的良好成效。这次例会邀

请江干区总工会和萧山区总工会分享经验、

开展互动，让大家能够互比互学，相互提高，

效果良好。江干区总工会和萧山区总工会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打造特色工会品

牌，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具体、抓落实，通过打

造工作载体，使工会工作具体化、深入化，值

得各部门、产业工会、直属事（企）业单位学

习。开展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旨在让

大家通过深入思考，进一步学习贯彻市委全

会精神，深化落实郑主席对工会工作的具体

要求，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

向，提升了工作信心，让全会精神入脑入心，

取得了明显效果。

王越剑要求，下一步要继续抓好“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各部门、产业工

会和直属事（企）业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切实

担起“一岗双责”，同时抓好主题教育和工会

各项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晓燕 通讯员 潘东

生）根据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关于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

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8月

9日，市总工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组织

市总班子、机关各部门、产业工会、直属

事企业单位负责人参观中国共产党杭州

历史馆，着重围绕党史、新中国史学习召

开座谈交流。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首先来到了位

于北山路上的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

参观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杭州篇

章”、“ 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杭州记忆”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杭州实

践”三个展厅，重读了近百年来杭州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争取独立、解

放，实现民主、富强的历史篇章，加深了

对杭州近现代历史的了解。随后召开

座谈会，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沈

慧主持会议并代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对市总工会领导干部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

新中国史提出了要求。市总工会党组

成员、副主席张坚申，市总工会宣教部

部长楼萍波，市宣文卫工会主任王昌

功，市金融工会副主任王斌，市职工服

务中心副主任程志民分别围绕学习党

史、新中国史，结合各自的所学所思所

感，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党史、新中国史是各级

领导干部的一门“必修课”、一剂“清醒

剂”、一盏“指明灯”。每名党员领导干

部都要十分珍惜在中华民族努力实现

中国梦的探索史、奋斗史、创业史和发

展史中蕴含着的治国理政的政治灵魂

和精神瑰宝，使之真正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

会议强调，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专门下发通知，

对学党史、新中国史作了部署安排。这

一阶段，要在继续抓紧学好杭州市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明确的“7 个读本”，特别

是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党章》的

基础上，切实订实计划、拿出时间、严实

组织、确保实效。在学习内容上，要着

力突出“四个结合”。在学习方法上，要

着力做到“学思践悟”。在学习质效上，

要着力体现“五个进一步”。在组织领

导上，要着力保证持久长效。

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

市总工会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初心如磐 为精准扶贫注入新动能
市职工休养院（六通宾馆）助力下姜村民宿发展

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内容

市总工会举办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交流会

本报讯（记者 罗昙）8月9日，贵州省总工

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机关党委书记杨再春率黔

东南州总工会代表团来杭州交流对口扶贫协作

工作情况，与杭州市总工会举行两地工会扶贫

协作座谈会，洽谈合作发展事宜。市总工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越剑，市总工会党组成

员、巡视员朱幼青，副巡视员张明等参加座谈。

代表团对杭州市总工会对口帮扶黔东南

表示衷心感谢，过去一年来，杭州市总工会通

过“三建三助”帮扶机制，以职工旅游消费、工

会订购等形式开展消费扶贫，为黔东南州脱

贫攻坚作出了积极贡献。代表团希望两地工

会进一步深化“三建三助”帮扶机制，黔东南

州工会将充分利用杭州市工会宝贵的帮扶资

源，全力做好服务脱贫攻坚和服务职工群众

工作。两地工会还就易地扶贫搬迁工会干部

培训、2019 年“春风助学”援助金发放、工会

干部互派交流等工作进行了讨论交流。

王越剑表示，杭州市总工会将根据“三建三

助”的对口帮扶要求，积极深化完善两地工会在

职工疗休养、经济协作、文化交流、干部培训等

方面的协作，扎实推进各项帮扶举措落实到位，

促进两地扶贫协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当天，黔东南州总工会代表团还参观了杭

州市职工文化中心、市职工服务中心岳王路服

务大厅、市职工国际旅行社“山海联盟厅”。

据悉，自2018年5月以来，黔东南州总工

会与杭州市总工会签署了对口帮扶框架协

议；建立了“三建三助”对口帮扶机制。截至今

年5月底，杭州市工会在黔东南建立职工疗休

养基地9个，组织职工赴黔东南州疗休养4.8

万人次；为黔东南州1000名贫困群众子女发

放助学金300万元；向黔东南工会捐赠助困资

金650余万元；培训黔东南工会干部130人。

黔东南州总工会
来杭州交流对口帮扶工作

本报讯（记者 韩晓云）来势汹汹的

超强台风“利奇马”于10日凌晨1时45

分前后在温岭城南镇登陆。杭州市总

工会迅速传达、立即部署，组织各级工

会做好防御措施，尽一切可能保护职工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9 日晚上，杭州市职工文化中心

化身“避风港”安置了 600 多名外来

务工人员。别管外面风雨多大，这里

就是温暖的避风港。晚上 9：30，窗

外的风雨还在肆虐，市职工文化中心

3 楼 的 廊 道 上 ，却 不 时 传 来 欢 声 笑

语。600 多位外来务工人员被临时安

置到市职工文化中心，安全避台风。

他们大多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

天、打牌，或是做着针线活……

“这次台风比较大，防台风应急

响应处于一级状态。我们在巡查时

发现区域内有一些陈旧工棚。从安

全的角度考虑，建议工友们临时转到

安全的地方过夜。”杭州火车东站枢

纽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在市总工会

的帮助下，外来务工人员都有了安全

过夜的“避风港”。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

越剑表示，非常欢迎工友们能到市职

工文化中心避台风，“杭州火车东站枢

纽管委会与我们联系后，我们马上进

行了布置安排，中心条件好、空间大，

比外面的工棚要安全很多。”

与此同时，市总工会也安排了保

洁、保安人员，加派了职工文化中心及

文化宫的工作人员进行轮值，尽最大努

力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保障好职工的生

产、生活安全。

记者了解到，安置工作一直持续到

11日上午6：30顺利结束。为保障此次

防台安置工作，期间，职工文化中心场

馆活动暂停运营。

邹伟峰 摄

市总工会全力投入抗击“利奇马”

开放职工文化中心安置600民工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