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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晓燕）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杭州市总工会于

10月8日举办老干部慰问座

谈会，新老领导齐聚一堂，

共同欢度重阳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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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巡

视员、副巡视员，市总工会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

了座谈会。

会上，郑荣胜代表市总

工会向退休的老领导们致

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并

向大家详细介绍了近段时

间市总工会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开展的三大活动。

一 是“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二是

设 立 了 全 国 首 个“ 工 匠

日”，并举办了一系列庆祝

全 国首个“926 工匠日”活

动。三是举办了首届杭州

职工文化节。

郑荣胜指出，工会工作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得益于

前辈们打下的坚实基础，衷

心希望老领导们在今后能

一如既往地支持市总工会

建设，更好地推进工会工作

更上新台阶。

座谈会气氛热烈，老领

导们对于市总工会取得的

工作成绩给予了高度赞扬，

对市总工会的关爱表示由

衷的感谢。

本报讯（记者 韩晓云）9月29日上午，

30 名第三届“杭州工匠”人物形象登上杭

城主要公交站点候车亭公益广告，成为杭

州又一道亮丽风景。

为进一步扩大“杭州工匠”社会影响，

营造崇尚劳动、学习工匠、争当工匠的浓厚

氛围，杭州市总工会以城市行政中心、繁华

核心商业区、老城区等主要公交站点候车

亭为载体，精心制作了第三届“杭州工匠”

公益广告，将更多具有匠人精神的劳动者

带到大众眼前。

据了解，第三届“杭州工匠”认定自今

年1月中旬启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强烈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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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吸引了 305 名能工巧匠的踊跃报

名。在全国首个“926 工匠日”当天，杭州

市总工会公布了第三届“杭州工匠”名单。

这30位“杭州工匠”来在各自领域，练就了

独到的绝技，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各自行业

的匠心精神。

与以往两届相比，本届“杭州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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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也涉及数字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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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工匠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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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萧山宋代名瓷研究所所长叶国珍

作为第三届“杭州工匠”也上了宣传海报。

他告诉记者，要把南宋官窑文化传播到全

世界，把杭州的工匠精神、工匠文化向全世

界传播。第三届杭州工匠、杭州跨湖楼餐

饮有限公司厨师长章金顺说，评上“杭州工

匠”以后，更要立足好本职工作，弘扬“工匠

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

国庆期间，记者前往市民中心公交

站点打卡，眼前灯箱广告画面上的这位

身着蓝色工装，神情专注……他是杭州

市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管工班长、技师，第

三届“杭州工匠”陈勇。记者了解到，他

从事管工 23 年，参与的施工项目杭州客

运中心站一期工程获得鲁班杯奖、杭州

高新区网络与通讯设备基地工程获得国

家优质工程银质奖等。他是 2016 年中国

技能大赛管工组比赛第七名，2015 年杭

州市建设行业技能竞赛管工组第一名；

曾获浙江省技术能手、浙江省金蓝领等

称号。陈勇的技能大师梦成真了，但他

奔跑的脚步没有停止。他说，这一行学

无止境，所以时刻准备去当学徒。在记

者眼中，他是一位工匠，更是一位勇于创

新的工匠。

来自江西的游客孙女士说，杭州不

仅风景优美，更是一座注重人文关怀、

重视技能人才的城市,在公交站牌放上

工匠宣传海报很有意义、很接地气。

此刻，记者脑海中浮现出一组组画

面：杭州这座千百年来用匠心雕琢的城

市，这里的精致与韵味，这里的和谐与活

力，是无数坚持工匠精神的劳动者所打

造的，正是这种追求极致、世代传承的工

匠精神，成就了杭州的美丽无双，铸就了

中国的伟大飞跃……

为杭州这座最美城市再添色彩

30名第三届“杭州工匠”登上公益广告

本报讯（记者 张晓燕）10月11日，杭州

市总工会召开全国首个“926工匠日”活动总

结表彰大会，表彰在全国首个“926工匠日”

系列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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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席会议并讲话，市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各

区县（市）、钱塘新区总工会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主席和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市总工会

机关、产业工会全体干部，直属事（企）业单

位负责人，全国首个“926工匠日”系列活动

一办八组负责人，杭州文广集团综合频道工

作人员等参加了会议。

郑荣胜对杭州各级工会在全国首个

“926工匠日”系列活动中的突出表现表示肯

定，并希望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

部要充分运用好“926工匠日”这一重要抓手

和巨大机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大力弘扬

工匠精神，为加快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

界名城、打造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重要窗口、实施新制造业计划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郑荣胜指出，“926工匠日”的设立社会

反响强烈，群众称赞、媒体叫好、领导好评，

取得了阶段性的实效。工匠们有了属于自

己的节日，在全社会营造了尊重劳动、尊重

创造、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926 工匠日”

的设立及其系列庆祝活动是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贯

彻落实市委全会大力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的实际行动，是“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具体举措，是对广

大职工弘扬工匠精神、劳动精神、劳模精神

呼声的有力呼应。

郑荣胜指出，“926工匠日”的设立杭州

醒得早，动得快。从杭州工匠的认定工作、

谱写工匠之歌、开辟《杭州工匠》栏目、成立

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和技术服务队，到设立

全国首个“926工匠日”、成立劳模工匠协会、

举办全国首个“926工匠日”暨长三角工匠论

坛、设立劳模工匠文化绿道等，杭州都在全

国抢占了先机。在全国首个“926 工匠日”

系列活动中，杭州工会的干部职工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工作、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

献，表现出了坚持坚守、孜孜以求，不达目

的不言放弃的精神。这种争创一流的勇气、

克难攻坚的锐气、通力合作的大气值得继续

弘扬。

郑荣胜强调，对工匠精神的认识和弘

扬要不断创新。工匠精神是一种坚持坚

守、敬业精业、专注专心、创新创造的精神，

是一种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心无旁骛、心

如止水的境界。要怀匠心、出匠品、做匠

人，践匠行。我们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工

匠，但我们都可以成为工匠精神的传承

者、弘扬者和践行者。工匠日不应该仅仅

只是在 9 月 26 日，更应该成为全体劳动者

学习工匠、尊重工匠、弘扬工匠精神的常

态，要让工匠精神真正成为广大职工的主

体意识和主流精神。

郑荣胜要求，要做好全国首个“926

工匠日”系列活动的后续工作。一要做

好系列活动的成果运用。做好第三届

杭州工匠认定工作的后续服务工作，兑

现工匠奖励政策、做好事迹宣传工作、

搭建交流平台、做好服务保障措施等。

二要参与推动做好系列活动的后两项

活动。扎实推进城市大脑数字尖兵技

能大赛的开展，积极参与“振兴杯”青年

技能大赛的有关工作。三要做好“五个

一”，进一步弘扬劳模工匠精神。组建

杭州市劳模工匠先进事迹报告团或宣

讲团，组建劳模工匠学院，建设劳模工匠

文化公园，建设劳模工匠展示厅，制定杭

州工匠五年规划。四要充分发挥劳模工

匠协会的作用，积极做好宣传、服务、管

理、研究等工作。进一步壮大劳模工匠队

伍，建立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对劳模工

匠精神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要做好进一

步研究等。

4 月 3 日，杭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决定，自

2019 年起将每年的 9 月 26 日设立为“工匠

日”。为庆祝全国首个“926 工匠日”，市总

工会精心组织实施了长三角工匠论坛、工匠

作品展示会、工匠作品义卖会、首届职工文

化节闭幕式等系列活动，全市各级工会围绕

中心，组织职工群众发挥主力军作用，为系

列活动的成功举办，工匠精神的广泛弘扬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表彰先进，市总工会决定，授予市总工

会经济工作部等6家单位“全国首个926工匠

日系列活动特别贡献奖”称号，授予唐洁秋等

16名工会干部“全国首个926工匠日系列活

动贡献奖”称号。

为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做出更大贡献
市总工会召开全国首个“926工匠日”活动总结表彰大会

本报讯（记者 徐炯）酒店人眼里的“匠

心”，是爆炒煎炸烹后的美食艺术品，是白

色床单在指尖飞舞后的整齐划一，是骨碟

碗筷间距在摆盘后的不差分毫。9月29日

下午，杭州市职工疗休养院第二届“六通工

匠”技能比武暨第十届服务技能大赛颁奖

圆满结束，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王越剑，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新出

席颁奖仪式并为获奖者颁奖。市总办公

室、财务资产部主要负责人出席。

王越剑一行先后观摩了厨房及品珍轩

的中式烹饪和创新菜品的决赛及作品展

示、客房中式铺床和餐厅中式摆台，详细了

解各赛项的规则和亮点。市职工疗休养院

院长陆军汇报了酒店目前现状、近三年来

帮扶下姜的成效等情况及下一步打算。

王越剑充分肯定了系列比武活动的

初衷与做法。王越剑指出，第二届“六通

工匠”技能比武暨第十届服务技能大赛是

基层一线争先创优、精益求精的生动体

现，是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华诞的一

次热情表达，也为全国首个“926 工匠日”

增添了绚丽的一笔；贯彻落实了市总工会

“926 工匠日”的工作，营造出了尊重工

匠、争当工匠，提升技能竞赛、弘扬工匠精

神的浓厚氛围；是响应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周江勇“大下姜”振兴发展的有效举措，

大家齐聚杭州，一起切磋，相互进步，让

“走亲连心”系列活动更加深入；推动了市

职工疗休养院管理上的进步，有效提升了

职工队伍素质，形成了你追我赶、比学赶

超的良好学习氛围。

据了解，本次培训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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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职工疗休养院根

据市总工会要求，围绕“助推乡村振兴新战

略 服务职工（劳模）疗休养”目标，一年一

规划，三年一目标，送培训、送技能、送经营

……现在的下姜村民宿产业，正以惊人的

速度变化着。昔日的农家乐摇身变成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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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职工疗休养院举办第二届“六通工匠”技能比武

工匠精神
照亮新征程

壮丽 年 阔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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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但工
匠传承不会变，工匠精神的价值不会变。
杭州“工匠日”，是在传承的同时，弘扬发
展所需要的经久不息的时代精神，凝聚继
往开来的创新创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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