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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浙江工人日报记者 胡

翀 通讯员 郑涛）8月12日，省总工

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才方赴临安，

深入受灾企业，走近受灾职工，将

“娘家人”的关爱与关怀带到企业职

工身边，为他们增强重建家园、恢复

生产的信心。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王越剑，临安区总工会相关

领导一同赴灾区开展慰问。

张才方一行先后来到杭州临安毛

坦矿业有限公司和临安合发莹石矿业

有限公司，两家矿区企业在这次台风

灾害中受灾严重。风雨侵袭加上洪水

倒灌，导致两家企业都出现了房屋倒

塌、设备被淹的情况，所幸的是两家

企业的职工都安全，目前两家企业共

计78名职工都处于停工状态。

张才方详细了解了企业的受损情

况和人员安置情况，并代表省总工会

将慰问金和慰问物资送到企业负责人

手里。他鼓励企业负责人要重树信

心，积极展开自救，争取早日恢复生

产，并嘱咐当地工会干部，要深入受

灾一线，与企业、职工在一起，了解

他们的困难，团结引领广大职工积极

开展自救，与企业携手共渡难关。张

才方将慰问金和慰问品递到4名职工

手中，他表示，“娘家人”始终和职

工在一起，同患难、共进退。

随后，张才方一行还赶到受灾严

重的岛石镇新桥村，看望了坚守在救

灾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为他们送去

了省总工会的慰问物资。在下许村

（大坞自然村），张才方实地走访查看

了几位职工的家庭受损情况。他表

示，要把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

一位，科学有序地展开灾后自救、灾

后重建，要把企业和职工受灾情况及

时、准确地上报当地工会组织，在党

委政府统一组织下重建家园恢复

生产。

台风“利奇马”过后，临安救灾

工作正在灾区紧张有序地进行。各路

救援力量不断向灾区汇集，形成了强

大的救助合力。

在临安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工

会组织力量积极参与救灾工作，引

导广大职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一批工会志愿者身穿“蓝马甲”，积

极参与市政抢修、医疗救助、场地

清理、后勤保障等工作。比如临安国资公司工会的徐福

平劳模志愿服务队，10余人连续奋战，抢修水管；临安

教育工会组织 50 位教师，放弃休息，参与灾区校舍清

洁；临网义工工会的50余位工会会员，到灾区开展志愿

服务。

据悉，投入救援的工会志愿者力量既有来自企事业单

位的职工，也有民间义工组织的成员，还有先进职工代

表，包括劳动模范、技术工人、教师、医生等。他们有的

是在单位统一安排下，作为技术尖兵，自觉投身到电力、

交通、通讯、水网等市政抢修的重要岗位；有的自愿加入

救援工作，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临安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区镇两级工会已组织

200余人的工会志愿者队伍，深入龙岗、岛石重灾区，在

救援一线参与道路、工厂、校舍、农房的清理清洁，清除

洪水残留的石块、泥沙、枯枝等，帮助灾区恢复正常。

本报讯（记者 罗昙） 8 月 15 日，市总工会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举办“五心”

工会干部事迹报告会，邀请了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主席、省优秀工会工作者朱亮，杭州市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

会主席、市优秀工会工作者周平，下城区东新街道

总工会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市优秀工会工作者刘

魏，江干区凯旋街道总工会主席、市优秀工会工作

者周传海，传化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副主席、市

优秀工会工作者陈亚君，余杭区崇贤街道总工会主

席、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市劳模徐年松作先进事

迹报告。市总机关、产业工会和直属事企业单位的

全体党员,市委第八巡回指导组副组长唐奕，组员袁

艳宏参加报告会。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朱亮

从十多年的工会工作经历中总结出妥善处理企业

与员工关系的方法：企业与职工有矛盾、有纠纷

并不可怕，只要有一颗解决问题的诚心，诚心地

去倾听、诚心地去想方设法，就一定能找到解决

问题的办法，让职工满意、让企业放心。

周平所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心打交道

最多的，是承建各个重点工程项目的民工兄弟们。

他把民工兄弟的冷暖放心头，把工会建在项目部工

地上，推出“备塘掌上工会”APP，以工会为圆

心，辐射出“职工之家”“备塘学堂”“红色温馨小

屋”等服务内容，为民工兄弟们开辟健身房、篮球

场等活动场所，让民工兄弟感受到“家”的温暖。

“基层工会主席，就是要有‘妈妈心、婆婆嘴、

跑不断的两条腿’。”对刘魏来说，“有事找薇薇”就

是对她9年工会工作的最好肯定。她表示，想做好工

会工作，必须做个“有心”人，想职工所想，急职工

所急。

周传海始终将做好“五心”工会干部，服务好

职工群众作为奉献和奋斗的目标。工会工作十余年

间，建立了工会干部联系基层制度，成立工会劳动

保护监督委员会，组建工资集体协商辅导员队伍，

开展“情暖农民工”专项行动，积极推进街道工会

改革，得到了职工群众的点赞。

在工会工作岗位的11年间，陈亚君始终践行好

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的工会服务。她与员工打

成一片，做员工思想、工作、生活及困难的“第一

知情人”。仅去年传化集团就收到员工建议、职工

代表提案3万多条，员工在参与集团经营管理、发

挥主人翁作用的过程中得到成长进步、获得了实

惠，传化经验也成为企业民主管理的全国标杆。

“街道工会既是指挥部，又是战斗队，我自然

就是一名指挥员，又是一名战斗员。”徐年松将一

名“五心”工会干部的工作姿态全面落实到工会各

项工作中。在工会组建工作上，从动员筹备到正式

成立，一家单位他至少要上门3次，才能确保应建

尽建和建会质量。

一日工会人，终身工会情。6位优秀基层工会干

部的经历，透着对工会工作的执着和对广大职工的

真情。这份情怀，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党员干

部。大家纷纷表示：“6 位基层工会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以对党的忠诚、对工会的热爱、对

职工的情感、对岗位的坚守、对职责的担当、对工

作的倾心、对服务的倾力，诠释了什么是职工群众

信赖的‘娘家人’‘贴心人’。他们的先进事迹值得

我们每一个党员认真学习、深入思考、自觉践行。”

据了解，为配合市总工会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各级工会推荐的基础上，成

立了杭州市优秀“五心”工会干部事迹报告团。目

前报告团已有成员29人，在第二批主题教育中，将

到各区县（市）工会进行巡回报告。下一步还将发

现和吸收更多的各类优秀工会干部进入事迹报告

团，让先进事迹报告、先进事迹激励、先进典型示

范、先进典型引领成为全市工会工作的重要抓手和

工作常态。

本报讯（记者 张晓燕）8月13日，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第一届杭州市劳模工匠协

会名誉会长郑荣胜走访调研杭州萧山美艺花边有限公

司。市总工会巡视员翁正营，萧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总工会主席顾大飞，市、区总工会有关部门和

市劳模工匠协会主要负责人参加调研。

郑荣胜实地参观了杭州萧山美艺花边有限公司样

品室、大师工作室，并召开座谈会，听取了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浙江工匠、美艺花边董事长赵建忠关于杭

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工作情况的汇报，以及关于全

国首个“926工匠日”系列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郑荣胜充分肯定了杭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近

年来取得的成绩。郑荣胜指出，每一件工艺美术作

品都是工艺美术大师的心血，所呈现出来的精雕细

琢、精益求精、心无旁骛、心如止水的精神正是工

匠精神的精髓。杭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积极组织

工艺美术大师参与历届“杭州工匠”认定工作，积

极参与杭州市劳模工匠协会工作，并在全国首个

“926工匠日”确立后积极推动一系列活动的开展。

他对杭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郑荣胜强调，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全力以赴

做好全国首个“926工匠日”系列活动。要把全国

首个“工匠日”作为主题，贯穿于所有系列活动始

终。形式要多样，举办好庆祝全国首个“926工匠

日”暨首届杭州职工文化节闭幕式、长三角工匠论

坛、工匠作品展、工匠作品义卖、第十五届“振兴

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城市大脑数字尖兵技

能比武等系列活动。全力支持2019年中国 （杭州）

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召开，把杭州工艺美术精品博

览会列为全国首个“926 工匠日”系列活动之一，

和杭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一起共同推进活动开

展，体现杭州特色。

郑荣胜要求，杭州市劳模工匠协会要与各行业协

会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对接上要更加规范化、常态

化、制度化，真正做到活动共搞、资源共用、成果共

享、精神共育。要在杭州工运史资料陈列室内建立工

匠馆，把工匠们的作品作为未来杭州工运史资料陈列

室的精品和亮点。

本报讯（记者 张晓燕）8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郑荣胜赴西湖区云栖小镇走访

调研城市大脑数字尖兵技能比武情况。市总工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越剑，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郑荣新，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应满

红，市总工会巡视员翁正营，西湖区总工会、云栖小

镇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市总工会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

参加调研。

郑荣胜一行来到位于云栖小镇的杭州城市大脑运营

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城市大脑发展历程、“五位一体”

战略部署以及“五三一”架构体系。随后召开座谈会，

郑荣新介绍了城市大脑建设整体情况，西湖区总工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丁元洪汇报了城市大脑数字尖兵技

能比武活动开展情况及下一步打算，云栖小镇管委会副

主任高剑飞汇报了城市大脑数字尖兵比武现场决赛工作

初步方案，文旅专班、卫健专班等专班做了交流发言。

郑荣胜对目前城市大脑建设工作进展情况给予充

分肯定。郑荣胜指出，杭州的城市大脑建设工作理念

新、特色明、行动快、措施实、初见效。互联网经济

在杭州醒得早、起得早，近几年杭州着力打造全国数

字经济第一城，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各类有效资源得

到充分整合，城管、卫健、旅游、出行……城市数据

大脑管理下的城市治理，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不少便

利和实惠。杭州的城市大脑建设配套强、发展快，成

立专班、建立机制，初见成效，具有鲜明的杭州特

色，现在各项工作都跑在全省以及全国的前列。

郑荣胜强调，要用实际行动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

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把贯彻全

会精神与工会工作相结合。要围绕打造数字经济第一

城，聚焦城市大脑，积极参与推动城市大脑数字尖兵

技能比武活动。要围绕新制造业计划，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广泛开展各类立功竞赛，

深化职工素质提升工程。

郑荣胜要求，要“五依”协同，开展好城市大脑

数字尖兵技能比武。一要依照市委指示，学习贯彻落

实市委全会精神，做大做强做优城市大脑品牌。二要

依靠业内专家，积极营造比学赶超、争创一流的浓厚

氛围。三要依从群众感受，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要依托云栖小镇，加强沟

通协调工作，合力做好城市大脑数字尖兵技能比武各

项事宜。五要依据工会资源，在政策和荣誉等方面向

城市大脑数字尖兵技能比武参与单位和个人倾斜。

郑荣胜强调，城市大脑数字尖兵技能比武决赛作为

全国首个“926工匠日”系列活动之一，要以全国首个

“926工匠日”作为主题，完善方案、合力推进、体现时

效，各部门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城市大脑数字尖兵技能

比武决赛的顺利进行。

据悉，城市大脑数字尖兵技能比武活动是今年杭

州工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举措。技能比武从6

月开始到10月止，由杭州市总工会和市数据资源局共

同主办，西湖区总工会和云栖小镇具体承办，并成立

竞赛活动组委会。技能比武以城市大脑全体数字专班

为竞赛对象，各专班结合自身职能和工作内容择优上

报1至2个特色应用项目，截至目前共有20个专班报

名了26个项目。下一步，将择优确定10个项目参加10

月中旬的现场决赛。

助推城市大脑品牌做大做强做优
郑荣胜调研城市大脑数字尖兵技能比武

市总工会举办“五心”工会干部事迹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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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做好全国首个“926工匠日”系列活动

记者 王建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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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年 阔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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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万个基层工会组织，442万会员，生动
反映着杭州工会工作的蓬勃发展。

广大职工群众是杭州城市建设的主力军。
一直以来，杭州各级工会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纽
带和桥梁作用，组织动员广大职工，积极投身杭
州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不断创造新业绩、铸就
新辉煌。各级工会立足本职，积极为职工群众做
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提升了职工的幸福感、获
得感和安全感，工会组织也真正成为了职工群众
的“娘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