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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市总工会以视频会议形式

召开2022年度全市工会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中央、省市纪委全会精

神，坚决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及省

总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要求，回顾总

结2021年全市工会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情况，研究部署 2022 年全市工会系统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沈慧主

持会议并传达了全省工会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会议精神。市纪委市监委驻市人大

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来伟祥对过去一年

市总工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表示充

分肯定，并提出要进一步扛起政治担当，

要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要进一步突出

工作重点。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郑

荣新总结了2021年市总工会机关党建工

作和全市工会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他指出，去年以来，全市各级工会党组织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纪

委全会精神和市委深化作风建设相关部

署要求，以庆祝建党100周年和党史学习

教育为主线，突出抓学习强信念、抓制度

求规范、抓清单强责任、抓督查促整改，

全面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扎实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全市工会上下总体

保持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团

结引领广大职工助力杭州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提供坚强的

思想政治和作风纪律保证。

郑荣新强调，市总工会在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稳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上虽

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学习教育

质效上仍有落差、组织制度落实上时有

“梗阻”、全面从严治党上仍有弱项、落实

“四风”整治上仍有差距等一些不容忽视

的问题和不足。

郑荣新要求，全市工会系统各级党

组织要坚持扭住重点、持续用力，努力确

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全面

提高全市工会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质

量和水平。聚焦政治引领，大力实施“政治

铸魂行动”。始终把忠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

基本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导力、政治执行力，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

本色，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召、党中央有部

署、浙江见行动、杭州真落实、工会作表

率。聚焦正风肃纪，大力实施“清廉新风行

动”。持续推进清廉机关建设，不断巩固风

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积极打造新时代

机关党建新高地、清廉工会新阵地。聚焦

体系推进，大力实施“联动联建行动”。廉

政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合力、多措

并举、一体推动。从对象上，做到落实“四

责联动”清单化；从时段上，做到贯穿全年

联查常态化；从内容上，做到助力中心联建

融合化。

会议还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

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贺信精神和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刘捷在杭州市庆“五

一”暨劳模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和部门、产业工

会、直属事（企）业单位负责人在主会场

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和《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书》。 （汪燕盼）

4 月 28 日，2022 年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暨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

国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

在北京举行。杭州市1

家单位获得“全国五一

劳动奖状”、5名个人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

家单位获得“全国工人

先锋号”称号。

据悉，今年全国共

有200个单位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966 名

个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956 个集体荣获

全国工人先锋号。

（何去非 张晓燕）

积极打造新时代机关党建新高地清廉工会新阵地
全市工会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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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1家单位5名个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5月5日，杭州市总工会第十五

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扩大）会议召

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贺

信精神，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工会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断

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的信心和力量。

会议选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戴建平为市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会

常委、主席，选举郑荣新、江玲为市

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委、副主

席，替补了市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

会委员、经审会委员。

戴建平在当选市总工会主席后

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郑荣胜同志

为推进杭州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作

出的贡献。他说，大会选举我为市

总工会主席，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我将在市委坚强领导下，与

市总领导班子和同志们携手并肩、

团结一致、勤勉担当、锐意进取，做

到旗帜鲜明讲政治、围绕创新促发

展、竭诚服务惠职工、恪尽职守守初

心，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焕发的工作

姿态，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

工，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回报市

委的重托、职工群众的信赖。

戴建平强调，要遵照市委和省

总工会的决策部署，按照市总工会十

五届九次全会明确的任务，团结带领

全市各级工会、广大工会干部和职工

群众踔厉奋发、真抓实干，高标准地

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不断推动杭州工

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上新台阶。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在进一步

强化党的领导上求作为作贡献。一

是深化主题教育。要进一步加强对

职工的思想政治引领，扎实抓好党

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团结引领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

走。二是弘扬“三种精神”。要深入

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

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贺信精

神等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市委刘捷书记在我市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暨劳模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大力营造劳动光荣的

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三是确保稳定安全。严格落实工会

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责任制，加大思

想政治和舆论宣传工作力度，唱好

主旋律、凝聚正能量，牢牢把握意识

形态工作主动权，切实维护职工队

伍思想稳定和劳动领域政治安全。

二要把握历史方位，在进一步

强化服务中心大局上求作为作贡

献。一是服务亚运有作为。要充分

发挥工会组织独特优势，将一切有

效资源向亚运会筹办倾斜。二是助

力共富有担当。要进一步完善工会

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工作体

系，健全工会兜底保障体系，精准

化、均等化推进工会困难帮扶。要

发挥集体协商助“扩中”的作用，探

索开展能级工资集体协商，试点开展

新业态集体协商。三是促进发展有

成效。深入开展“建功十四五奋进新

征程”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不断深

化“十百千万”职业技能竞赛体系。

发挥劳模工匠在技术攻关、科技创

新和生产活动中的“领头雁”作用。

三要坚持职工导向，在进一步

强化职工维权服务上求作为作贡

献。一是要办好实事。深化推进工

会服务职工实事项目，继续擦亮工

会工作品牌，不断满足职工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二是要化解难

事。要进一步建立完善上下联动、

内外结合、线上线下融合、常态化的

工会法律服务体系，加强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的工会维权服务工作，切

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三是要抓紧

要事。要不断扩大新业态工会覆盖

面。深化“暖新行动”“暖蜂行动”，

切实维护好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四要深化改革创新，在进一步

强化自身建设上求作为作贡献。一

是要加强工会系统党的建设。认真

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

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和作风建设，建

设一支想干事、肯干事、能干事、干

成事、不出事的工会“铁军”。二是

要深化推进产改工作。发挥牵头抓

总的作用，深化推进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落地见效，切实提升产业

工人的获得感。三是要深入推动数

字化改革。发挥牵头市“数智群团”

建设的工作优势和杭州智慧工会的

基础优势，进一步撬动工会各领域

数字化改革，构建与杭州“数智群

团”系统相融合，与全省工会数字化

改革总体框架相贯通的工会工作新

体系。

会议替补吕朝阳等八名同志为

市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替

补曹永胜等两名同志为市总工会第

十五届委员会经审会委员。

（王钰哲）

市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选举戴建平为市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委、主席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杭州）

钟 奇 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天目运行站站长
王 剑 杭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七大队大队长
辛 懋 浙江西子富沃德电机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倪良正 圣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祖德 桐庐大众出租车有限公司驾驶员

2022年全国工人先锋号（杭州）

三替集团有限公司搬家事业部班组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本部
杭州市西郊监狱指挥中心

近日，由中共杭州市委直属机

关工作委员会主办的 2022 年市直

机关微党课比赛暨“共同富裕·青年

说”宣讲比赛落下帷幕。市总工会

文化宫党总支青年党员毛瑜华、市

职工国际旅行社党支部青年党员陈

婷婷代表市总工会参加市级决赛，

最终分别以音乐类微党课组第二名

和常规型微党课组第二名的好成绩

荣获二等奖。

本次大赛共有140余名选手参

加，他们围绕“喜迎二十大奋进新时

代建设新天堂”主题，紧扣“幸福”

“拼搏”“创新”“奋进”“共同富裕”等

关键词，通过全面展现2002年以来

杭州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发生的可喜

变化、个人的奋斗历程和美好生活，

将小我融入大我、将个人发展与国

家前途命运相结合，用 6 分钟讲述

了一个个新时代的奋进故事。

毛瑜华,杭州市工人文化宫

培训部干事，是一名年轻的工会

群文工作者，曾获得下沙“生命故

事会”演讲比赛一等奖、浙江省汉

语口语大赛三等奖、杭州市阳光

校园星主播 24 强等荣誉。为巩

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毛

瑜华主动下沉到市职工服务中

心、市职工疗养院、社区等基层单

位开展党课宣讲工作，得到了党

员干部群众的高度评价。

毛瑜华的微党课是《以劳动托

起中国梦》为题，从歌曲《咱们工人

有力量》创造背景引入，深情讲述

了佳木斯发电厂劳动竞赛创造发

电奇迹、亚运工程建设工人舍小家

投身建设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了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以劳动托起

中国梦”。

为大力弘扬新时代“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加强杭州“名

城工匠”的品牌建设，陈婷婷的微党

课以《匠心奋进 @幸福未来》为题，

通过云游杭州市劳模工匠文化公

园，向大家全方位展示了全国首个

劳模工匠文化公园。她用丰富生动

的讲解、亲切细致的服务、专业周全

的处事、助人为乐的精神，生动展现

了对工作的热爱，对匠心的坚守。

（韩晓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