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线：0571-87160990 http://www.hzgh.org/tg.htm 工会要闻2023年1月1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徐 墉2

一元复始万象新，新春关怀暖人

心。1月11日，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郑荣新赴淳安开展“两节”送

温暖活动，将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

关心关爱带给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并同步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

服务大解题”活动，鼓励大家坚定信

心，共向未来。

职工冷暖心牵挂，嘘寒问暖道关

怀，在浙江旭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郑荣新看望慰问了边缘困难外来

务工人员童师傅。郑荣新关切地询问

了童师傅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勉励他

积极治疗，战胜困难，并为他送上慰问

金和大礼包。在火炉尖社区图书馆新

就业形态服务站点，郑荣新向春节前

仍奋斗在一线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致

以节日的慰问，并实地调研了服务点

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座谈会上，郑荣新听取了淳安县

总工会2023年工作体系建设和千岛湖

镇新就业形态联合工会有关工作开展

情况的汇报。他指出，淳安县总工会

大力推进工会规范化建设，以阵地建

设为重点，优化完善网络建设，成效明

显。千岛湖镇新就业形态联合工会成

立一年来，阵地扎实、机制完善、服务

全面、维权有为，“一站多点，一网全

揽”的布局可圈可点，真正做到了党政

所需、职工所盼、工会所能。

就进一步推进工会工作规范化，

郑荣新要求：一要坚持政治引领。要

坚持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开展好“县级工会加强年”专项工作，

结合“五一”和“926工匠日”弘扬好“三

个精神”。二要推动技能提升。鼓励

职工积极参加“十百千万”“百业百匠”

等技能竞赛，以职业技能素质提升激

发职工建功立业热情。三要做好维权

服务。要充分发挥“雪球效应”和“口

碑效应”，真正让职工群众感受到工会

是既贴心又能撑腰的“娘家人”。四要

抓好建会入会。要借助数字赋能，创

新建会方式，更大程度地推动新业态

企业建立工会，将更多的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纳入工会组织中来。五要推动

三改联动。要推动数字化改革、工会

自身改革和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相互联动，使工会组织进一步“增

三性”“去四化”，提升服务职工群众的

能力水平。

（王钰哲）

1 月 10 日上午，“春风行动”的老

朋友李妙其老人又一次来到杭州市职

工服务中心岳王路服务大厅，与以往

不同的是，这次他带来了一面锦旗。

73岁的李妙其老人一直热心公益

事业，带着“向雷锋学习、为人民服务”

的理念，退休后一直从事公益志愿服

务，多年来荣获“浙江省优秀志愿者”

“浙江省百姓身边的活雷锋”等多项荣

誉。与此同时，李妙其经常来到杭州

市职工服务中心，向“春风行动”奉献

爱心。“路过了，想到了，就来看一看，

捐一点钱，献一份爱心。”50元、100元

……一次次的积累，李妙其从2018年

起至今一共捐款85次，捐款总额共计

8400元。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带动他人

参与春风捐款。

说起这次来送锦旗的缘由，李妙

其老人表示，因为自己去年患病后医

疗开支大幅增加，“春风行动”也根据

政策对其进行了反哺救助。而无论是

前来捐款还是办理反哺救助期间，市

职工服务中心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都让

他体验到了专业、细致、周到的服务。

“他们为我办理业务的时候，我感觉他

们都很有素养、很热情周到，让我感觉

很亲切。”多年来，老人已经和窗口的

工作人员非常熟络了。

市职工服务中心岳王路服务大厅

“春风行动”办理窗口的贾小美、余海

烽、蒋子元接受了李妙其老人送来的

锦旗，他们表示，提供这些服务本就是

他们的工作职责，努力让每一位来办

理业务的职工群众满意，也是单位多

年来始终坚持要求每位工作人员切实

贯彻的服务宗旨。

近年来，市职工服务中心党支部

坚持党建引领，深入开展党员干部职

工的思想宣传教育，持续擦亮“党员服

务直通车”特色党建品牌，发挥业务优

势，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得到了广大职

工群众的认可与称赞。今年，市职工

服务中心支部将持续组织党员干部学

深学透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杭

州市工会十六大的有关精神，武装思

想，学以致用，带动中心各项业务工作

再创佳绩，带领全体党员干部为职工

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在“两个先

行”新征程中展现担当作为。

（韩斌）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助推杭州数字经济行业高质

量发展，加快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数字人才队伍建设。近

日，首届“杭州数字工匠”认定

工作正式启动，计划在数字经济

领域优秀技术人才中认定50名

“杭州数字工匠”和 10 名“杭州

数字工匠”提名奖。

首届“杭州数字工匠”认定

工作将紧紧围绕数字经济领域，

助推数字经济稳进提质，聚焦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

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和增强现实等数字经济领域重

点产业，优先推荐杭州市龙头上

市企业、杭州鲲鹏企业、国家级

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独角

兽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省级隐形冠军企业、省

未来工厂、市未来工厂、省级工

业互联网平台等类型企业的数

字人才，以及承担省“尖兵”“领

雁”项目、市重大科技专项的主

要完成人。

首届“杭州数字工匠”认定工作启动

坚定信心 共向未来
郑荣新赴淳安开展“两节”送温暖和调研活动

“活雷锋”给市职工服务中心送来锦旗

1 月 10 日，建德市总工会邀请建

德教育工会书法家协会成员在寿昌

镇古街和新安江街道沧滩社区开展

“工会相伴 温暖相随”关爱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慰问活动，为寿昌镇新就业

形态联合工会和新安江新就业形态

联合工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现场

手写春联，并送上“娘家人”满满的

新 春 祝 福 ，一 起 喜 迎 即 将 到 来 的

春节。

活动现场红纸翻飞、翰墨飘香，

大家一边欣赏书法技艺，一边品评春

联寓意，不时啧啧称赞，争先恐后迎

“福”回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市

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芳，寿昌

镇总工会副主席梅翠丹，新安江街道

总工会副主席王时文及相关负责人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送上了暖

心礼包。陈芳向新业态劳动者们转

达了工会娘家人的慰问和关怀，并嘱

咐他们要做好防疫措施，保障自己的

安全。

1月11日，建德市总工会开展“文

明出行·安全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专项慰问活动。活动引导广大市民尤

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基层平安防

线，进一步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建德市总工会党组成员陈芳为邮政及

快递人员送上头盔、骑行手套等，并嘱

咐他们冬天注意保暖和注意骑行安

全。随后，陈芳一行赴新安江街道走

访慰问淘鲜达、美团、饿了么等外卖

骑手。

据了解，建德市总工会近年来加

大对新业态劳动者关心关爱工作力

度，本着竭诚服务职工，为职工保驾

护航的职责和理念，通过“爱心驿家”

建设、送温暖活动、维权服务等全方

位、多角度服务新业态劳动者，真真

正正把政策落到实处，各项关爱政策

和慰问活动得到了新业态劳动者的

一致好评。 （徐黄星 谢国江 魏星）

建德市总工会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春节慰问系列活动

杭职国旅
“春风行动”再创历史新高

为弘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乐善好施、扶

危济困”优良传统，并庆祝企业成立35周年。近日，杭州市职

工国际旅行社向春风行动捐款20万元，用实际行动践行杭州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落”的郑重承诺。

春风年年在，花开便相逢。作为“温暖善城”的一道亮丽风

景，“春风行动”彰显着杭州这座城市对每一位困难个体的善心

与关怀。从2018年的10万元捐款开始，每年职旅社都会发动

各方力量，参与爱心捐赠活动，迄今共捐款89万元！ （钱玥）

西湖区总工会
召开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年度述职会

1月12日，西湖区总工会召开2022年度职业化工会工作

者述职会。区总工会班子成员、工会干部及全区29名职业化

工会工作者参加会议。

首先，职业化工会工作者们围绕2022年成效显著的经验

做法、存在问题、下一步工作思路三方面总结上一年度工作，对

2023年工作进行展望。三墩镇总工会郑春燕、余美娟给大家

分享了平时工作中的经验做法，组建困难时期、工作遇到瓶颈

如何利用他山之石，吸收借鉴上级、兄弟部门的经验，根据辖区

实际，打开思路，克服困难，顺利完成任务。西溪街道总工会汪

娟就聚焦关爱特殊群体，搭建新就业形态劳动服务者阵地，打

造“小哥学院”“小哥小候鸟夏令营”等介绍相关经验。

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许琴婷就集体协商“提质扩面”、启

动“西湖区产业工人能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并获得省总工会

主要领导批示以及“西湖工情码”被省总工会评为数字化改革

创新项目进行经验交流。

随后，各分管领导分别就2022年各条线镇街的工作完成

情况进行点评，并布置2023年工作重点。

最后，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丁元洪总结讲话，就

大家一年来的工作成绩给予了肯定，另外以“在自我否定中实

现自我超越”为主题，对2023年工作提出相关要求。 （密懿）

拱墅区总工会
助力四川泸定县苹果出山

带着2023新年的温暖，拱墅区总工会1500份双节的慰问

品陆陆续续送到了防疫抗疫作业人员、两节期间坚守岗位从

业人员、重点工程建设施工人员，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

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手中。和往年不

同的是，在今年双节的慰问品中，还包含了一份香甜、清脆、水

分多、冰糖心的苹果，这可是从2000多公里外的四川泸定县

固包村采摘的苹果，而这一个个苹果也牵起了拱墅和泸定两

地的深深携手发展之情。

2022年的10月，一封来自泸定县固包村的《以购代捐倡

议书》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受泸定“9.5”地震和疫情等影响，

50 万余斤固包苹果的线上线下销售均受到了影响，出现了

滞销风险，虽然当地果农合作社全力克服自身困难，仍不能

完全解决50万余斤苹果的销售问题。

在了解到泸定县固包村的《以购代捐倡议书》后，区总工

会领导班子落实专人负责，与泸定县挂职干部和固包村干部

进行联系，在了解固包村苹果的采摘、运输、滞销等实际情况

后，区总工会优选泸定的苹果作为工会双节慰问的慰问品，共

同牵手，助力共富。

跨越千里，苹果送福。区总工会投入4.92万元定购泸定

固包村苹果480箱。日前，凝聚着泸定县固包村村民深厚情

谊的“幸福果”通过拱墅工会送到了拱墅区1500名职工们的

手中。 （裘燕云）

临安区总工会暖心关爱
送给一线医务工作者

1月10日，临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总工会主席周杰，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章蓉，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副

主席蒋建兵一行先后前往区第三人民医院、区第四人民医院

慰问奋战在医疗救治一线的医务人员，向他们送上党委政府

和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关爱。区卫健局党委书记、局长洪忠

东，区卫健局副局长陆旭军陪同。

慰问组一行走访了医院重点科室，详细了解了医务人员

工作、身体状况和医院近期患者救治情况，向坚守一线的医务

工作者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

慰问组对医务人员恪尽职守、不畏艰难，全力守护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的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叮嘱大家落

实好各项防控措施，合理安排工作、做到劳逸结合，并鼓励他们

接续奋斗，全力当好守护群众身体健康的“守门人”。 （罗逸）

市发改农林工会
赴供销集团慰问座谈

1月10日，市发改农林工会赴供销集团工会等三家单位

开展慰问并座谈。

市供销社党委委员、副主任管军和市发改农林工会主任

龚意华一行先后来到杭州供销农业发展集团、杭州供销农信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杭州供销集团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

组织现场慰问。

座谈会上，供销集团等三家工会汇报了2022年度工会工

作和2023年工会工作打算。龚意华充分肯定了供销片组各基

层工会以构建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为总抓手，在组织建设、协

商协调、权益维护、素质提升等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并就

下一步开展工会工作与基层工会进行了深入交流。 （项一文）

认定条件

“杭州数字工匠”原则上应当为杭州市在职职工、工会会员，自觉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

良好职业道德、高超技能水平，从事数字经济行业工作一般在5年以上且在杭全职工作2年以上，目前仍在技术岗位上

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进取精神，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参与数字经济标准化建设，强化标准提升科技创新、产业提升协同，促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应用，提升数

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明显成效的，在相关行业、领域中具有一定影响力。

运用自己掌握的技术技能，在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攻克技术难关中作出较大贡献，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

产生重要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职业技能在数字经济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拥有数字经济行业国家级等级资质证书，或获得过市、省、国家级科学

技术类奖项，可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

在培养技能人才和传授技艺方面有较大贡献，或培养选手在全国、省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前五名。

另外，已获评“浙江工匠”“杭州工匠”的人员不予推荐；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以及担任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领导职务的人员，原则上不予推荐。

推荐方式

“数字工匠”的申报方式将采用组织推荐的方式，主要由各区县（市）总工会、各产业工会会同本地区、本行业主管部

门确定推荐人选。之后将严格按照认定条件，进行资格审核、专家评审、领导小组审定、社会公示等环节，于2023年五一

期间召开首届“杭州数字工匠”认定发布会。

奖励办法

被认定为“杭州数字工匠”的人员，将授予“杭州数字工匠”称号，并颁发证书、奖牌、纪念品。择优推荐“浙江工匠”“杭

州工匠”等。每年可参加上级工会组织的劳模先进和一线职工免费疗休养、数字工匠论坛等各类活动。

（市总工会政策研究室 市经信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