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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晓燕）9月16日，

杭州市政府新闻办、市总工会联合召

开杭州市庆祝全国首个“926 工匠

日”新闻发布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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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

杭州打造“名城工匠”品牌的工作情

况；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王越剑介绍了第三届“杭州工匠”认

定工作情况；市总工会巡视员翁正营

介绍了庆祝全国首个“926 工匠日”

“十个一”系列活动情况。市政府新

闻办副主任徐建华主持会议。现场

有近30家全国、省、市媒体参加了新

闻发布会，参会领导还现场解答记者

提出的关于庆祝全国首个“926工匠

日”的相关问题。

打造“名城工匠”全国品牌

郑荣胜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名城工匠”品牌的提出，杭州设立

全国首个“926工匠日”，是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杭州打造独特韵味、别样

精彩的世界名城的应有之意。杭州

文化中自古就有“工匠精神”基因。

2016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

出席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时指出，

“杭州是创新活力之城，电子商务蓬

勃发展，在杭州点击鼠标，联通的是

整个世界。杭州也是生态文明之

都，山明水秀，晴好雨奇，浸透着江

南韵味，凝结着世代匠心。”设立工

匠日，使工匠精神与杭州人文深度

融合，丰富杭州独特韵味、别样精彩

的城市内涵。

郑荣胜指出，“名城工匠”品牌

的提出，杭州设立全国首个“926 工

匠日”，正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最

新重要思想的具体行动。8月20日

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视察调研，在

考察完山丹培黎学校以后发表了重

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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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当中又一次强调

了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

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

短短七天时间内，习总书记两次提

到了要弘扬和发挥工匠精神意义非

同寻常。不久前召开的中共杭州市

委十二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提

出实施“新制造业计划”，贯彻实施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全面

提升城市综合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经济发展从追

求速度转向谋求质量提升，无论是

制造产业还是信息科技产业都处于

一个关键的转型阶段。招引、培养

人才现已成为杭州发展、实施“新制

造业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郑荣胜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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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人人成为工匠，

但我们都可以成为工匠精神的传承

者、弘扬者和继承者。“名城工匠”品

牌的提出，“926 工匠日”的设立正

是用实际行动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

的重要论述的精神和精髓，正是贯

彻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扩大会议，高

质量地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的重要举措。要与当前正在开展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紧密

结合起来，要与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

七次全委会的精神结合起来，要与贯

彻落实市委新时代杭州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的改革方案结合起来，建设一

支创新型、技能型、知识型的劳动者

大军，支撑杭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弘扬“工匠精神”杭州实践

多年来，杭州市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厚植工匠文化，推出“杭州工匠”

认定等措施，在全国做到了“八个第

一”，多渠道、全方位、立体化展示劳

模工匠风采，尽全力打造“名城工

匠”品牌。

一、率先在全国开展工匠认定和

发布工作。2016 年以来，市总工会

会同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人

社局等共12家单位建立了杭州工匠

认定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开展杭州工

匠认定工作，连续两年共认定了“杭

州工匠”60 名，推荐“浙江工匠”26

名。第三届“杭州工匠”认定工作自

今年1月正式启动以来，经过各行业

主管部门、协会、各级工会的广泛发

动和各类媒体的大力宣传，共有305

人参评，比上一届增加了40人。

二、谱写和唱响了全国第一首工

匠之歌。此曲是由杭州市总工会委

托阮志斌作词、金奇作曲。这首2分

50秒的《工匠之歌》，朝气蓬勃、铿锵

有力，体现了咱们工人有力量。在

2017年首届杭州工匠认定发布会上

播放后，现场掌声热烈，反响热烈。

三、在杭州电视台设立了全国第

一个《杭州工匠》栏目，是由杭州市总

工会、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杭州市文化广播电视集团、西子

联合控股集团共同打造的一档全新

工匠真人秀栏目，旨在贯彻中央的要

求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引导观

众正确认识工匠，了解各行各业的特

点，从而弘扬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

至今已经播出近130期。

四、设立了全国首个工匠日。今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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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弘扬扎

实严谨、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倡导善于创新、攻坚克难、追

求卓越的“工匠品质”，在全社会形成

传承技能、示范带动的“工匠风尚”。

五、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劳模工匠

协会。4月23日，杭州市劳模工匠协

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

全国首个市级以上劳模工匠协会正

式成立，让劳模和工匠一起有了温暖

的港湾。

六、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数字工匠

的评选。第三届“杭州工匠”的认定，

申报人员不仅仅局限于制造业、工艺

美术业，还拓展到崭新的数字经济、

信息经济等前两届申报人员未涉及

的专业领域。据悉，经过领导小组办

公室初审和专家评审，共有 40 名申

报者入围第三届“杭州工匠”及提名

奖人选。在今年的9月26日，也就是

全国首个“926工匠日”当天，将认定

发布30名第三届“杭州工匠”。

七、全国率先成立了劳模工匠创

新工作室。截至目前，共创建市级创

新工作室190家，省级创新工作室36

家。以职业技能带头人或劳模工匠

为主创人的创新工作室，在企业内开

展信息经济、技术革新、技术攻关、技

术交流、成果推广转化、技术培训、管

理创新等活动，并取得显著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比如，吴国林领衔的创新

工作室，发明了“快装台位法”，将杭

汽轮整体生产效率提高3到5倍。

八、成立杭州市职工（劳模工匠）

技术服务队。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成

立了葛小青焊接技术服务队、张振羽

园艺技术服务队等10支杭州市职工

（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充分发挥了

劳模、工匠、职业技能带头人的示范

引领作用，很好地推动了群众性的技

术攻关（协作）、技术推广交流、技能

培训等活动的广泛开展。

本报讯（记者 罗昙）壮阔七十

年，奋进新时代。9月11日晚，由杭

州市总工会主办，杭州市宣文卫工

会、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承办的

首届杭州职工文化节——职工舞蹈

大赛总决赛暨颁奖晚会在杭州电视

台 1 号演播大厅隆重举行。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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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文广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郑桂

岚，杭州文广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

记朱凌，市总工会巡视员龚勤芳与现

场500余名观众共同观看了比赛。

首个登台的节目为《“鼓”响新时

代》。“咚咚咚咚——”鼓声擂动，舞者

们踩着节拍，或俯身，或跃起，或斜

倾，瞬间“点燃”现场气氛。该节目的

领队邵峰说：“我们的初衷，是展现新

时代职工群体苦干实干、大有作为的

蓬勃姿态，并借此机会向即将到来

的全国首个 926 工匠日致敬！”本次

舞蹈大赛中，很多作品以职工的日

常工作状态作为创作素材来进行生

动演绎。《车间协奏曲》由26名杭汽轮

小伙儿带来，金属敲击、齿轮转动、机

械运作，穿着普通工作服的工人舞者

们，在“爆炸”的声光电中奔走施展，

就像穿梭在车间的不同流水线上。

那些劳动一线最常响起的声音，汇成

了激昂的舞曲。

两个小时的演出时间，18个精彩

节目轮番上演。《西泠印象》浪漫唯

美，穿越千年历史、寻觅往昔风华，通

过独具韵味的舞动诉说着西湖的灵

动婀娜；《塘栖枇杷鼓》清新温婉、回

味悠长，让人感受到细致淡雅的水乡

风情；《逐梦》大气磅礴，展现了心怀

梦想的人不停奔跑在创业创新的路

上；《红色记忆》弘扬主旋律，感人至

深，用深情的舞姿带领我们回首了燃

情岁月……台上演员心潮澎湃、步履

飞舞，台下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

呼声，大家一起致敬岁月、祝福祖国。

由浙江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浙

江省舞蹈家协会舞蹈编导专业委员

会主任、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导演殷

放，浙江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浙江

艺术职业学院舞蹈系主任、教授、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一级演

员张星，浙江省舞蹈家协会顾问、原

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国家一级演员陈春燕等组成的专家

评审团对参赛节目的主题思想、整体

编排、演员表现、舞美设计、队伍面貌

等方面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判。最

终，市宣文卫工会《水韵》节目、上城

区总工会获得一等奖并捧回了工蜂

奖奖杯，市金融工会、富阳区总工会、

市宣文卫工会《西泠印象》节目获得

了二等奖，临安区总工会、西湖区总

工会、市旅贸工会、市工业工会、市建

设工会、市宣文卫工会《踏歌起舞》节

目获得三等奖，拱墅区总工会获得最

具人气奖，市教育工会、市经信工会、

建德市总工会、钱塘新区总工会、市

政法工会、余杭区总工会、拱墅区总

工会获得入围奖。

据了解，本届职工舞蹈大赛自7

月启动以来，共收到了全市各级工会

报送的51件职工舞蹈作品，经评选，

共有 18 件作品入围决赛。决赛前，

18 支舞蹈队伍还分别进军营、进企

业、进地铁建设工地开展了三场“舞

韵进基层”展演活动，受到了职工群

众的广泛好评。

舞动中国梦 心随钱潮涌
首届杭州职工文化节——职工舞蹈大赛决赛举行

本报讯（人民日报记者 江南）时代发展离

不开“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追求完美、追求极

致”的工匠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

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

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今年杭州市两会上，11 名代表联名建议，

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

用桥钱塘江大桥的建成通车日——9月26日设

为“工匠日”。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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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9年

起，将每年9月26日设立为“工匠日”。

时代呼唤大国工匠，国家战略需要创新实

践。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创新活力之城，培育工

匠精神、工匠制度和工匠文化，杭州根基深厚、

大有可为。从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北宋年

间杭州书肆刻工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技术，到近

现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工艺与民间艺术

之都”，杭州有众多老字号企业，汇聚大批工艺美

术大师。“杭州市设立‘工匠日’，是用实际行动弘

扬工匠精神。”杭州市总工会主席郑荣胜说。

“通过大力传承和培育工匠精神，实现高质

量发展，激发创业创新活力。”杭州市人大代表、

首届“杭州工匠”张炜的期盼很有代表性。

近年来，杭州市委市政府倾力支持培育工

匠文化，鼓励壮大能工巧匠队伍，适应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促进产业发展动能转换。做强“杭

州工匠”品牌，先后出台“科技创新30条”“人才

新政27条”“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等

政策。杭州市总工会组织各类活动，讲好工匠

故事，厚植工匠文化。

目前，杭州已有浙江工匠26人、杭州工匠

60人、区县级工匠195人，工匠精神正成为广大

劳动者的主流精神。

坐落于杭州河坊街的“江南铜屋”，参观者络

绎不绝。这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朱炳仁所建的铜雕艺术博物馆。朱炳仁家族五代人钻研铜

艺，如何培养工艺传承的接班人，让工匠精神真正传承下去，是他一直

以来思考的问题。“‘工匠日’可以为杭州的工匠们做更多实事，把工匠

精神传承下去，并让这种精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朱炳仁说。

发展高端制造业不仅需要高端装备、高端技术，更需要高端的技

能人才队伍。郑荣胜说，设立“工匠日”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凝聚创

新动能，坚持弘扬工匠精神，才能打造领先世界的中国速度和中国精

度，擦亮中国制造品牌。

目前，杭州正加快培育、认定一批既懂制造业、又懂数字经济的

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吸引着大批有梦想、有创新、有钻研精神的优秀

工匠来杭就业和创业。

杭州市政协委员、首届“杭州工匠”葛小青表示，“工匠日”的

设立，显示出很强的导向性，企业将更加重视“行业工匠”的培养；

同时，也将激发广大产业工人学知识、学技能的职业精神和积极

创新创造的工匠精神。

今年首个“工匠日”当天，杭州市还将发布第三届“杭州工匠”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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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钰哲）9月

12 日，市总工会与市商旅集团

召开联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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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越剑，市总

工会领导陈新、沈慧、张坚申、

闻国平，市商旅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赵敏，党委副书记、副董

事长黄春雷，市总工会相关部

门、市旅贸工会和市工人文化

宫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市旅贸工会汇报了

2019 年工作情况、年初协商确

定事项的落实情况，并提出了继

续支持推进促销员、保安员、出

租车司机入会工作，加强基层工

会组织建设，试点推行企业自行

评定技能等级办法等需要市商

旅集团进一步重视支持的问

题。市商旅集团汇报了集团公

司经营管理工作情况、年初协商

确定事项的落实情况以及企业

文化建设、关心关爱非编员工等

需要市总工会给予重视支持的

问题。市总工会和市商旅集团

领导围绕提请帮助解决的问题

进行发言，交流了意见。

郑荣胜强调，这次联席会

议一是走动。通过走动，加深

彼此之间的感情，推动工作的

开展。二是感谢。市商旅集团

为杭州改革发展稳定和谐作出

重要贡献，是杭州经济转型的

引领者、城市形象的打造者、美

丽杭州的推动者、美好生活的

开创者。市商旅集团对工会工

作高度支持重视，在工会组织

建设、非编职工入会等工作上

有 新 特 色 、新 亮 点 。 三 是 学

习。工会工作者要学习商旅人

勇于改革的锐气、开放包容的

大气、争创一流的豪气、求真务

实的底气。四是探讨。十二届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新时

代杭州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实施方案》，对产业工人的定义，

相比上世纪已经有所变化。在

一二三产业中，从事集体生产劳

动的，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

源的从业者，都应该是产业工

人，商贸旅游业职工更应该成为

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大力提倡企业对技能人才培养、

定岗、定级、定薪的实践探索，这

既是对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

思想的学懂弄通做实，也是贯彻

市委的要求，弘扬工匠精神、培

育高技能人才。五是服务，要把

工会有效资源向商旅集团倾斜，

希望商旅集团一如既往重视工

会工作，做到组建全覆盖、入会

全员化、服务全方位。

市总工会与市商旅集团
举行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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