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科学发展 服务和谐社会 服务职工群众

出版：杭州市总工会 准印证号：浙企准字第A286号
社址：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501号 邮编：310017

数字报

新闻热线：（0571）87160990

投稿网址：http://www.hzgh.org/tg.htm

责任编辑：侯英帅

杭州工会

2019年9月30日 星期一 农历己亥年九月初二 第314期

本报讯（记者 张晓燕 赵芳洲）9

月26日，全国首个“926工匠日”。杭

州市总工会举行庆祝全国首个“926

工匠日”暨首届杭州职工文化节闭

幕式，公布了 30 名第三届“杭州工

匠”名单。

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

江勇，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跃

敏，浙江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张才方，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戚

哮虎，杭州市委常委、秘书长许明，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

会主席郑荣胜，杭州市副市长陈国

妹，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汪小玫，以及

杭州市工匠认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主要负责人、市总工会领导班子、劳

模工匠代表、职工代表等参加了当天

的活动。

周江勇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杭

州工匠”和提名奖获得者表示祝贺，

向奋战在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

的广大劳动者致以敬意。他说，82年

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

造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钱塘

江大桥建成通车，这是杭州跨时代的

杰作，更是工匠精神的结晶。设立每

年 9 月 26 日为“工匠日”，对杭州而

言，这是特殊的纪念，更是庄重的宣

示。我们用如此特殊而隆重的方式

向历史致敬，用实际行动大力弘扬工

匠精神。工匠精神是杭州文化的历

史传承，是追求极致的品格锻造，是

社会风尚的时代彰显，世代匠心凝结

而成杭州这座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

世界名城，新一代“杭州工匠”用精致

继续书写诗画江南、精工制造，是新

时代工匠精神的最好诠释者、践行者

和引领者。

周江勇说，匠心筑梦、实干兴

邦。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素质工

匠。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论述，

全面落实全市实施“新制造业计划”

动员大会精神，高度重视工匠培育，

不断优化工匠成才环境，让他们政治

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社会上受

尊重，使尊重劳动、尊重技术、尊重创

造蔚然成风。希望当选的“杭州工

匠”们始终保持匠心本色，精益求精、

爱岗敬业、追求卓越、争创一流，在实

施“新制造业计划”中当好模范标杆、

创造崭新业绩。全市广大劳动者要

学习先进、见贤思齐，立足本职、钻研

技术，在学习工匠、争做工匠中成就

自己精彩的人生。

陈国妹宣读第三届“杭州工匠”

认定结果；领导们分别为30名第三届

“杭州工匠”颁奖。

这30名“杭州工匠”或具有他人

不可替代的绝技绝活，或在杭州特

色、传统工艺等领域刻苦钻研技术，

或在技术上有重大创造或革新，有得

到国内领先的成果，或职业技能在同

行业中处于拔尖水平。

全国首个“926工匠日”暨首届杭州职工文化节闭幕
周江勇致辞 于跃敏出席

本报讯（记者 王钰哲）为庆祝全

国首个“926工匠日”，9月26日上午，

2019 中国（杭州）工艺美术精品博览

会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巡展活动

开幕式在和平国际会展中心广场举

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戚哮虎，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郑荣

胜，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夏积亮等

出席并共同启动开展仪式。市总工会

巡视员翁正营和市总工会有关部门负

责人参加开幕式。

此次展会从 9 月 26 日至 30 日在

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一层开展，以

“辉煌中国、璀璨工艺”为主题，传播杭

州工艺与民间艺术，弘扬大国工匠精

神。包括赵建忠、嵇锡贵、朱炳仁、钱

高潮、陈水琴、赵锡祥、王文英等多位

“浙江工匠”“杭州工匠”的作品均在

展览中展出。十八大代表、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李凤荣，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汝财以及

十多位全国两会代表、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在现场为全国首个“926工匠日”

点赞。

本次展会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主办，杭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杭

州市劳模工匠协会承办，杭州市总工

会、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杭州市

文创产业发展中心、浙江省工艺美术

行业协会支持。为传播大国工匠精

神与风采，本次工美展汇集了全国众

多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包

括北京、深圳、大连、福建、江西、浙

江、重庆等多个省市代表团参展，展

品包含了陶、瓷、漆器、玻璃、首饰、雕

塑工艺（木、金、石等）、金属工艺、抽

纱刺绣、纺织纤维、民画、皮雕、纸工、

扇艺、民间工艺品、古典家具、珠宝玉

石等。展会还将展出由中国工艺美

术协会面向全国征集到的省级以上

工艺美术大师作品 160 件（套），价值

超一亿元。

9 月 26 日，杭州迎来首个“工匠

日”。

1937年9月26日，中国自行设计、

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

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历经82年依然

横跨钱塘江上——它是中国桥梁史上

的杰作，更是工匠精神的丰碑。

工匠日，顾名思义，是工匠的节日，

是千千万万技能工人的节日；但工匠

日，又不单单是工匠的节日，更是旨在

弘扬工匠精神的节日。而工匠精神，则

是属于全体劳动者乃至全社会的——

敬业、精益、专注、创新，不仅是制造业

前行的精神源泉、企业竞争发展的品牌

资本，同时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

新时代需要新制造，新制造需要

新工匠，新工匠需要新的工匠精神。

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工匠”，必然与

手工业时代的“工匠”判然有别；工业

化、信息化时代的“工匠精神”，也必然

被赋予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内涵。

杭州已经吹响了全面实施“新制造业

计划”的集结号，而“新制造业”有四个

重要指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

务化。对照“四化”标准，“新制造业”时

代的工匠就不仅仅必须是技能型的，

还必须是知识型、创新型的，同时具有

生态文明意识与以人为本情怀的。

曾几何时，一名工匠可以独立支

撑一家作坊，可以单独完成一件产品，

比如一枚扣针；而进入工业化时代后，

分工越来越细，“一个人抽铁线，一个

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

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

……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

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

门工人担任”——这是经济学上的一

个著名例子，出自亚当·斯密《国富

论》。今天离《国富论》出版的年代已

逾240多年，我们已进入信息化时代，

进入机器换人时代，“工匠”与“工匠精

神”也当然要重新诠释，与时俱进、与

时俱新。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

个环节、每一道工序上的工人都是“工

匠”，不仅一线的工人是“工匠”，设计

者、管理者、决策者同样是“工匠”。所

以杭州“新制造业计划”才会提出“数

字工匠”这一名词——杭州的“新制造

业”必须是数字赋能的制造业，而数字

赋能先要有数字人才，就要深入实施

“三名”工程，着力引进和共建一批世

界一流科研院所，深化国际人才创业

创新园建设，举办各类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大赛，实施更加开放便利的境

外人才引进和出入境管理制度，积极

引进数字经济领域领军人才，建成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数字经济“人才特

区”，亦即“数字工匠”的特区。

工匠精神，匠心为本，匠人为基，

精品为重。“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需要更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工

匠，更需要将工匠精神注入“杭州制

造”的每一个细节，真正实现杭州制造

业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新制造 新工匠 新精神
本报评论员 翟春阳

本报讯（记者 王钰哲）“你们是

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践行者，向你

们致敬！”在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

之际，9 月 29 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郑荣胜走访慰

问了劳模工匠，捎去“娘家人”的节日

问候和深深敬意。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王越剑，市总工会巡视员翁正营，市

总工会有关部门、萧山区总工会有关

负责人等参加走访慰问活动。

郑荣胜一行首先来到杭萧钢构

股份有限公司，看望慰问了省劳动

模范、浙江工匠、杭州工匠刘克敏。

刘克敏是浙江省焊接技能大师工作

室领衔人，多次在各级大赛中获得

优异名次，参与建造了“杭州国际博

览中心、德国法兰克福航空铁路中

心”等国际国内大型钢结构样板工

程，作为焊接培训师，先后带徒1500

余人。郑荣胜向她送上了鲜花，鼓

励她继续发扬劳模工匠精神，在新时

代新征程中更好地发挥劳模工匠的

引领示范作用。郑荣胜说，劳模工

匠是国家栋梁、民族脊梁、社会中

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

工匠精神，推动制造业和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我们要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讲话精神，营造尊重劳模

工匠、学习劳模工匠、争当劳模工匠

的良好氛围，为劳模工匠做好服务

保障工作。

随后，郑荣胜一行来到浙江恒

逸集团有限公司，看望慰问了省劳动

模范邱建林。邱建林带领恒逸集团

从只有几台手工袜机、几十名女工的

小针织厂起步，发展为一家以聚酯、

纺丝、织造为主，集产学研和技工贸

于一体的大型股份制民营企业，生产

的“恒逸”牌涤纶丝被评为浙江名牌

产品。郑荣胜对邱建林几十年来扎

根实体经济，脚踏实地做实业的精神

表示敬意。郑荣胜说，习近平总书记

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出现“企业家

精神”，包含了不断拓展新领域、开发

新产品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坚毅

坚韧的优秀品格，献身企业、关爱职

工、回馈社会的责任感，融广博知识

和高尚情操于一体的文化修养。他

希望邱建林和恒逸集团今后继续践

行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更好地服

务杭州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向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践行者捎去节日的问候
郑荣胜走访慰问劳模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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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法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