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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市政协主席马卫

光赴市政协工会、共青团青联、

妇联界别走访调研，看望政协委

员，听取意见建议。市政协副主

席许明、秘书长柴世民参加。

马卫光实地考察市总工会

职工文化中心、服务中心，并与

工会界别委员座谈交流。“工会

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工会界别委员是广大职工

群众的‘代言人’‘贴心人’。”马

卫光嘱咐大家，要立足岗位履

职尽责，聚焦职工群众关心的

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发声，竭诚

服务，为维护保障职工权益、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献计出力。

马卫光强调，界别是人民

政协组织的显著特色，是政协

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基本依

托。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市党

代会精神，切实增强做好界别

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把准定位，

创新载体，完善制度，打造品

牌，不断推动政协界别工作彰

显活力提升质效。要突出界别

特色优势，打造具有鲜明标识

度的履职平台载体，建好委员

工作站等阵地，找准履职“小切

口”“微课题”，引导委员深入联

系群众，做好调查研究、反映民

意、协商建言、团结引领、凝聚

共识工作，画好最大同心圆，增

强工作针对性实效性。政协委

员要增强界别意识，强化责任

担当，在政协工作中唱主角、本

职岗位上作表率、界别群众中

当示范，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

新风采。 （何去非）

7 月 18 日下午，省总工会党组书

记、副主席吕志良一行来到位于杭州

市余杭区仓前街道葛巷社区的邻里中

心小哥驿站，亲切慰问在高温天气下

依然奋战在一线的快递员、外卖配送

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向他们

对城市运行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

送上了“娘家人”的关心关爱，鼓励他

们继续以昂扬姿态当好助推“两个先

行”的主力军。

“你是哪里人？在这一行干多久

了？有什么需要工会帮助的地方？”

在慰问现场，吕志良与几名正好

前来小哥驿站歇脚的户外劳动者亲切

地攀谈起来，他们中有来自顺丰、韵达

的快递员，也有来自饿了么的外卖配

送员。大家围坐在一起，虽然身着不

同颜色的制服，但劳动的热情都是一

样的，吕志良耐心地向大家讲解了加

入工会组织的重要意义。听到加入

工会好处多多，在场还未入会的户外

劳动者们纷纷拿起手机现场扫码一

键入会。

吕志良还亲切地询问了他们的劳

动强度、收入水平以及权益保障情况，

聆听了他们对工会服务提出的意见和

建议，并深情嘱咐他们在高温天气要做

好防暑降温和安全生产工作。就大家

普遍关注的社会保障及子女入托等问

题，吕志良回应，下一步会积极争取党

政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工会做好全力

配合，大家一起努力，帮助解决职工群

众的“急愁难盼”。

在听取仓前街道邻里中心就服务

活动开展情况所作的简要介绍后，吕

志良指出，要持之以恒推进新业态领

域工会组织有效覆盖，坚持党建引领，

主动融入党建大局，推动形成“组织一

起建、阵地一起用、活动一起办、公益

一起做、成果一起享”的“五个一起”党

群工作新模式，充分实现党群资源共

建共享。他进一步强调，接下来要继

续提高工会组织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中的知晓度，拓宽工会活动的覆盖面

和参与面，持续做细做实做好工会服

务，不断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沈佳慧）

7 月 21 日，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郑荣新赴西湖区调研工会工

作，召开座谈会，听取西湖区总工会工

作汇报。市总工会党组成员、二级巡视

员黄士君，西湖区领导郑国梅、章岳定，

区总工会领导丁元洪参加。

郑荣新指出，西湖区总工会围绕主

责主业、聚焦热点难点，打造出具有西

湖辨识度的工会工作品牌。其中，以

“把主要的、大量的劳动纠纷化解在萌

芽阶段、化解在企业内部，打造企业界

的‘枫桥经验’”为目标，研发出多功能

劳动争议化解掌上应用平台——西湖

工情码，实现了职工投诉处理、信息监

测预警、政策法律咨询三大功能。此

外，西湖区总工会还联合蚂蚁集团研发

了交友小程序“光年间”。该小程序具

有双重身份认证的强大优势，一重是基

于支付宝强大的实名数据库进行的实

名刷脸认证，二重是基于基层工会的职

工身份认证，能够更加精准地服务全区

职工。

郑荣新强调，西湖区总工会要以先

行者的姿态，走在数字化改革的前列，

将数字化改革工作贯穿到工会工作全

过程、各方面，让职工有更多获得感和

幸福感。要持续推进数智群团建设工

作，对已在群团集市上线的应用场景要

重新校准跑道，进行迭代升级，比如西

湖工情码的业务流程要再优化，要进一

步扩大企业和职工的覆盖面、拓展服务

功能。要进一步加快“光年间”现有场

景的使用推广，利用部门多跨协同，整

合各项实名数据，将服务端口向基层前

移，做到好用实用。

近日，郑荣新赴桐庐县调研工会

工作，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

坚申，桐庐县领导沈波、俞建华，县总

工会领导余红坚、何剑、许丽娟参加

调研。

郑荣新一行首先来到浙江艺福堂

茶叶有限公司，参观了公司可视化生产

车间、物流中心和艺福堂茶业品牌文化

馆，详细了解了艺福堂茶业的公司发展

历程、企业文化、知识产权、生产流程、

物流发货等方面情况。随后，郑荣新一

行在县政府会议中心召开座谈会，听取

了桐庐县总工会工作汇报。

郑荣新指出，在桐庐县委县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桐庐县总工会围绕中心，

服务基层、主动有为，在新时代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会阵地建设等方面

作出了“桐庐味道”的优秀成绩。

郑荣新强调，做好新时代的工会

工作要“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在高

起点上再发展，以更优异的成绩回报

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职工群众的高

度期盼。要做好建会入会工作，通过

党建带工建，团结好、服务好民营企

业、小微企业、新就业形态里的劳动

者，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吸纳到工会组

织中来。要做好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工作，将构建新时代和谐劳

动关系和产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通

过提高产业工人素质，促进经济稳质

提升。

郑荣新要求，新时代的工会工作要

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要积极参与建言

献策，有作为才会有地位，要充分发挥

工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群众优势，从小

切口入手，发现新问题，提供新思路，探

索新方法，积极向党委政府和上级工会

发出工会好声音。

要积极投身数字化改革，数字化改

革是大势所趋，要发挥工会的牵头协调

作用，搭建“数智群团”平台，打造实用

应用。既要回应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打造“超级应用”，也要突出共建

共享，积极推广精品应用样板。

（王钰哲 汪燕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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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赴西湖区桐庐县调研工会工作

发挥工会牵头协调作用 回应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7月22日，“喜迎二十大 健康奔未

来”杭州市职工子女暑期公益夏令营小

候鸟游泳培训班在杭州市职工文化中

心开班。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浙江省

游泳协会主席张亚东宣布开班，杭州市

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郑荣新致

辞，杭州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王

卫安，浙江省游泳中心主任、浙江省游

泳协会常务副主席王伟，杭州市工人文

化宫党总支书记、主任薛明君等参加开

班仪式。

郑荣新指出，杭州市工人文化宫和

浙江省游泳协会共同举办这次职工子

女暑期公益夏令营小候鸟游泳培训班，

是工会积极回应职工家庭所需所盼，

是把党委政府和工会的关心关爱送到

心坎上，帮助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子女暑期托管难题，让各位“小候鸟”

“小朋友”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快乐充实

的暑假的一项具体举措。希望同学们

能珍惜学习机会，学有所成，假期愉快。

“你们的爸爸妈妈都在助力杭州发

展，为杭州的城市发展做贡献，我们都

要感谢他们。现在杭州市总工会专门

为你们开办了小候鸟游泳班，我觉得很

棒！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假期愉快。”游

泳世界冠军汪顺发来祝福视频。

“小朋友们在游泳过程中如果感

觉身体不适，要及时上岸休息或呼救；

尽量选择好的游泳场所，对场所的环

境，如是否卫生，水下是否平坦，有没

有暗礁、暗流，杂草，水域的深浅等要

了解清楚……”奥运冠军叶诗文亲自

到场为孩子们讲解了防溺水知识，并

进行了游泳技术指导。

“我的第一次游泳课竟然是奥运

冠军教的，我长大后也要去参加奥运

会！”9 岁小姑娘罗嘉欣一边做着准备

活动，一边兴奋地对妈妈说。罗嘉欣

的爸爸妈妈都是湖北人，几年前来到

杭州，做了外卖骑手。这些年努力为

生活打拼，日子越过越甜，但是远在家

乡读书的女儿成了最大的牵挂。暑

假，能够把女儿接过来，成了一家人最

长的团圆时刻。可是，爸爸妈妈要工

作，白天还是陪不了罗嘉欣，外面的培

训班又太贵，罗嘉欣只有无聊地窝在

宿舍里。听到杭州市职工子女暑期夏

令营小候鸟游泳培训班可以免费教孩

子游泳，一家人乐坏了！和罗嘉欣一

样，46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杭州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子女和小候鸟，这次一起

参加了杭州市职工子女暑期公益夏令

营小候鸟游泳培训班。

据悉，今年首次专门将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子女纳入夏令营入营范围，

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

就业形态、平台经济的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精神，利用杭州市工人文化宫

场馆阵地优势，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的权益保障与服务方面的主动作

为，不断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江建军）

杭州市职工子女暑期公益夏令营小候鸟游泳培训班开班
首次专门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纳入入营范围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全

面提升我市劳模工匠的综合素质，更好地发挥劳模

工匠示范引领作用，7月20日-22日，由市总工会主

办，市总工会干部学校、市劳模工匠协会承办的“喜

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劳模工匠素质

提升班圆满结束。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江玲

出席开班式并作开班动员。来自各区、县（市）总工

会及产业工会的60余名劳模工匠参加了此次培训。

江玲指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干好各项事业

的强大精神动力。举办劳模工匠素质提升班，是用

实际行动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

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举措，是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有效载体。她要求，全

体劳模工匠代表，一要提高政治站位。要始终保持

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锐意进取，勇担时代重任，做“两个确

立”忠诚拥护者、“两个维护”示范引领者。二要注重

学习实效。要做到“善学、会学、能学、常学”。抓住

培训的机会，认真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提

高。她希望，劳模工匠们能学有所获、学以致用，增

强新时代劳模工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劳

模工匠协会名誉会长，新时代劳动教育研究中心主

任郑荣胜为劳模工匠们作了题为《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讲座。他

用通俗易懂又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鲜活又富有内

涵的案例，围绕劳模工匠素质提升，结合杭州弘扬三

个精神的实践与探索，从坚持政治性、人民性、真理

性、先进性、系统性、实践性六个方面深刻阐述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

鼓励劳模工匠注重学习，学以明向、学以修身、学以

增智、学以力行，勉励劳模工匠引领全市职工在奋力

推进“两个先行”中争当先锋再立新功。

本次培训内容非常丰富，既有理论培训，又有现

场研学，既有政治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培训内容包

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

述精神宣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与我国的产业升

级，性格与有效沟通等课程，同时组织大家走进杭州

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学习前沿的数字

化科学技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升劳模工匠的

综合素质。

杭州工匠金波说：“非常感谢市总工会为劳模工

匠搭建了一个提升自我、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平

台。参加这次培训，我收获良多，既提高了思想政治

素质，又开阔了眼界，还交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

友。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学习，发挥劳模工匠带头作

用，擦亮‘杭州工匠’这块金名片。” （王楚鸿）

2022年首期劳模工匠
素质提升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