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柴煜卿）9月2

日，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

工会主席郑荣胜带队前往北京，拜

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大国

工匠”高凤林，市总工会领导王越

剑、翁正营、张明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

郑荣胜一行实地参观了首都

航天机械有限公司总装事业部和

高凤林劳模创新工作室。在随后

举行的座谈会上，郑荣胜介绍了

“工匠日”的设立情况和围绕全国

首个“926 工匠日”即将举行的“十

个一”系列庆祝活动安排，其中的

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举办好全国首

个“926 工匠日”暨长三角工匠论

坛，这一方面是响应 8 月 20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调研时，

指出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

支撑，做强实体经济需要大量技

能型人才，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另一方面是贯彻实施杭州市

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提出的协调推

进 长 三 角 一 体 化 发 展 重 要 指 示

精神。

高凤林对杭州市设立全国首个

工匠日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指

出，设立工匠日在“工匠圈”引起了

极大的反响，“工匠”们有了自己的

法定节日，“工匠日”的设立不仅仅

是工匠们的光荣和节日，更是对工

匠精神的崇尚和传承，体现了广大

劳动者把工匠精神作为自己的主体

意识和主流精神，作为终身孜孜以

求的一种理想。

高凤林对杭州工作的认可，

郑荣胜再次表达了感谢，他同时

表示，全国首个“926 工匠日”的设

立，是杭州对工匠和工匠精神的

尊重和传承，更是人人尊崇工匠、

关爱工匠、学习工匠的姿态和行

动。杭州也将用工匠精神来打造

好全国首个“926 工匠日”系列活

动，让工匠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

文化、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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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晓燕）9 月 5

日，杭州市总工会召开全国首个

“9·26 工匠日”系列活动推进会。

杭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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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越剑，市总工

会党组成员、巡视员、副巡视员，全

国首个“9·26 工匠日”系列活动工

作专班办公室和八个工作组组长，

杭州文广集团综合频道工作人员

参加会议。

郑荣胜听取了各带队领导赴长

三角相关地市的邀请情况，八个专

班工作组详细工作方案、已开展情

况、下一步工作方案安排和意见建

议。郑荣胜指出，全国首个“9·26

工匠日”系列活动将是近年来杭州

市总工会最大的行动，将是近年来

最富有时代特征、杭州特点、工会特

色的工作。杭州市总工会各党组成

员、巡视员、副巡视员主动出击，一

方面宣传杭州工会工作，体现杭州工

会诚意，增强互相友情，另一方面推

广全国首个“9·26工匠日”，学习借鉴

兄弟城市好的工会工作做法；八个专

班工作组的前期工作都很认真、用

心、细致，下一步要继续努力，建立例

会制度，各司其职、通力合作。

郑荣胜强调，全国首个“9·26 工

匠日”系列活动是今年工会工作的重

中之重，是第三季度工作压倒一切的

重头戏。除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规定动作必须要做到位

之外，要举全会之力、上下齐心搞好

“9·26工匠日”。

郑荣胜要求，全会上下要全力以

赴，只争朝夕，争分夺秒，把全国首个

“9·26工匠日”系列活动开展得轰轰烈

烈、扎扎实实，为杭州建设做出工会应

有的贡献。一要正确处理好全国首个

“9·26工匠日”系列活动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活动的关系问题，不搞两

张皮，以全国首个“9·26工匠日”系列

活动的实际行动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二要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全力以赴举办

好全国首个“9·26工匠日”各项系列活

动。要明确责任，敢于负责，勇挑重

担，不推不拖；要狠抓落实，发扬钉钉

子的精神，盯住不放；要雷厉风行，不

犹豫、不左顾右盼；要敢于担当，以做

成事为目标；要注重细节，细节为王；

要通力合作，八个工作组、各部门、各

产业工会、各区县（市）工会要上下联

动，大兵团作战。

本报讯（记者 王钰哲 罗昙）9月

6日，市总工会举办“我与共和国同成

长”青年论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主席郑荣胜出席并讲

话，市总工会领导王越剑、陈新、沈

慧、张坚申、朱幼青、闻国平、应满

红、杨洪富、翁正营、龚勤芳、张

明，市委组织部公务员管理处处长尹

凡，市总工会各部门、产业工会、直

属事 （企） 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

论坛。

全国劳动模范孔胜东，首届“杭

州工匠”葛小青作为特邀嘉宾参加论

坛。他们作为年青工会干部的“老前

辈”向论坛致辞，讲述了自己从青年

开始的成长经历。孔胜东在公交岗位

上兢兢业业、甘于奉献的同时热心公

益事业，每个周末都坚持为市民免费

修理自行车，37年来风雨无阻，从未

停歇。葛小青从学徒开始，25年来以

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磨炼

技艺，追求卓越，力求完美。他们以

自己的励志故事勉励年轻工会干部坚

定理想信念，提升党性修养，为工会

工作作出新贡献。

论坛上，来自市总机关、产业工

会、直属事 （企） 业单位的14名年轻

工会干部围绕“我与共和国同成长”

这一主题，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和个人成长经历，谈感

受，话感想。有的结合自己成长和工

作中的感受，和大家畅谈自己与共和

国同成长的经历。有的从经典名著和

身边的榜样典型谈起，交流自己成长

中的收获，和大家一起共勉工会人的

使命和担当。有的结合新中国几十年

来的变化和身边发生的大事，和大家

一起告白祖国，重温辉煌过去，展望

美好未来。大家精彩的发言不时点燃

全场的掌声。

尹凡对大家的发言进行了精彩点

评，她从全市年轻干部培养的角度，

以“三个没想到”对市总工会这次青

年论坛给予高度肯定。她指出，青年

干部的发言体现了对祖国、对人民、

对社会的赤诚之心，安心工作、专心

工作、迷恋工作、敬畏工作的专业之

心，不断提炼自己，升华自己人生格

局的光明之心。发言既有多姿多彩的

角度，也有让人震撼的力度，青春洋

溢，激情飞扬，让人收获良多。她同

时鼓励大家永葆青春，“青春不散，未

来可期”。

郑荣胜指出，这次青年论坛和大

家分享了年轻，分享了快乐，分享了

梦想，分享了激情。青年是人生的转

折期和黄金期，希望大家珍惜当下，

奋斗青春，拥抱未来。

郑荣胜强调，年轻干部一要把好

总开关，即树立理想信念。要在科学

理论的共同认识上树立理想信念，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懂弄通做实，成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和精神动力。要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

认识上树立理想信念，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要在自我修

养的党性锻炼上树立理想信念，要自

我净化、自我锤炼、自我提升，经受

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

炼。要在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上树

立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二要练就真本领。首先要在学习

中增本领，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总书记的最新

的讲话精神，要学习文化知识，在广

泛学习的同时学以致用，举一反三。

要学习业务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行

家里手。要学习孔胜东、葛小青等先

进典范，学习他们的劳模精神、工匠

精神。其次要在实践中增本领，要知

行合一，真抓实干，树立大抓基层的

鲜明导向，向群众学习，向基层学

习。第三要在群众中增本领，群众中

孕育着无限的创造力、创新力，要与

群众讲得上话，读得懂群众所思所

想，虚心向群众拜师。

三要建功新时代。年轻干部要有

大展宏图的志气、敢为人先的豪气、

逢山开路的勇气、克难攻坚的锐气、

做好工作的底气。在新时代中与党同

心 、 与 国 同 行 、 与 民 同 欲 、 与 时

同进。

四要营造好环境。要为年轻干

部营造良好的氛围，要理解青年、

尊重青年，工作中鼓励青年敢闯敢

做，宽容他们的失误和失败。要给

年 轻 干 部 搭 建 学 习 培 训 、 交 流 沟

通、排忧解难、成长沟通的平台和

充分施展才干的舞台，让年轻干部

更好地成长。

据了解，本次青年论坛是市总工

会年轻干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的内

容之一，为了加强年轻干部培养工

作，进一步提升工会干部综合素质，9

月3日至6日，市总工会在杭师大仓前

校区举办了年轻干部综合能力提升培

训班。

本报讯（记者 张晓燕）9月4日下午，杭州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第一届杭州市劳模工匠协会

名誉会长郑荣胜专程赶赴拱墅职业高级中学实训基地，

代表市总工会授予石丹“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北京时间 2019 年 8 月 28 日，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首届“杭州工匠”、美发项目

国家队专家组组长吉正龙所率团队成员、杭州拱墅职

业高级中学青年教师石丹，经过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选手的激烈技能比拼，最终获得大赛美发项目金牌。

鉴于石丹的突出成绩，根据《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状(章)

评选管理工作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杭州市总工会决

定授予石丹“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郑荣胜亲手为石丹颁发了“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章”及

证书，并参观考察了拱墅职业高级中学实训基地，听取了

首届“杭州工匠”吉正龙和石丹参赛情况介绍，听取了拱

墅职业高级中学有关职业教育工作情况汇报。

郑荣胜为石丹夺金感到由衷自豪。他指出，石丹作

为来自杭州的选手能在世界技能大赛中代表中国获得金

牌，意义巨大，为杭州、为浙江、为国家争得了荣誉。石丹

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正是杭州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致

力于发展职业教育最鲜活的体现。石丹专心刻苦的训练

以及背后挥洒汗水泪水的经历，表现出了工匠精神；吉正

龙大师在传帮带过程中德技双馨，倾心传教，也是工匠精

神的一个具体体现；拱墅职业高级中学以优良的教育环

境、良好的教学氛围、完善的权益保障，为石丹在世界技

能大赛上脱颖而出提供了保障和基础。

郑荣胜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短短七天时间里

两次提到了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特别是他在甘肃考察

时明确指出，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做强实体

经济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发展

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工匠精神是一种坚持坚

守，是一种敬业精业，是一种专注专心，是一种创新创造，

是一种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心无旁骛、心如止水的境

界。我们要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用

实际行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体（扩大）

会议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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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习先进典型，全方位、立体化开

展宣传，讲好工匠故事，挖掘工匠精神内涵；要学习

先进典型，用工匠精神来打造好全国首个“926 工匠

日”系列活动，让工匠精神深入人心；要学习先进典

型，积极为劳模工匠提供亲情化、个性化、精准化的

服务，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工匠、关心工匠、争当工匠

的良好氛围。

市总工会举办“我与共和国同成长”青年论坛

市总工会授予石丹
“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首个“9·26工匠日”
地铁工匠专列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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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崭新姿态，打造职工文化主阵地

记者 王建中 摄

举全会之力上下齐心搞好“9·26工匠日”
杭州市总工会召开全国首个“9·26工匠日”系列活动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