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晓燕 通讯员 徐媚）4

月30日，记者从杭州市总工会了解到，2020

年市五一劳动奖状（章）名单正式出炉。今年

首次采用云表彰方式，4 月 30 日上午 10 点，

市总工会在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杭州

工会微信公众号、“明珠电视”微信公众号上

正式发布《致敬劳动者——2020年杭州市职

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云表彰》，活动过

程中表彰了市五一劳动奖状（章）获得者，激

励他们再创新辉煌，鼓励广大勤恳工作在一

线的劳动者向榜样学习，为当下我市实现“两

战赢”贡献劳动者的伟大力量。

根据《关于推荐2020年杭州市五一劳动

奖状（章）的通知》（杭总工﹝2020﹞3号）和《关

于推荐2020年“战疫情 促发展”杭州市五一

劳动奖状（章）通知》（杭总工办﹝2020﹞3号）

的精神，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过基

层民主推荐、相关部门审核、社会公示等环

节，共有85家集体获得市五一劳动奖状，188

人获得市五一劳动奖章。

这次的市五一劳动奖状获得集体班子团

结、作风正派，干群关系、劳动关系和谐，集体

凝聚力和战斗力较强，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较大。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都有较强

事业心、责任感和良好敬业精神，艰苦奋斗、

任劳任怨，勇于创新、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群

众认可度较高，在本职岗位上取得突出成

绩。尤其是相当一部分集体和个人在此次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复工复产攻坚战中主动

请战、逆行而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市总工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

的推荐评选工作体现了先进性、时代性、一线

性的特点。

今年的推荐评选工作重点聚焦杭州“最

多跑一次”改革、“干好一一六、当好排头兵”、

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加强社会治理、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复工复产攻坚战等中心

工作。名单中既有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逆行

而上的医护人员，也有攻坚克难、加速复工复

产的企业代表；既有奋战在社会治理一线的

街道社区干部，也有在战疫期间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的社会组织；既有数字经济、城市大脑

建设的推动者，也有为平安杭州建设保驾护

航的政法战线队伍。

今年的推荐评选工作坚持面向基层、面

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第一线，重

点向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倾斜，向“战疫

情 促发展”先进个人倾斜。名单中，一线职

工和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超过55%，同时推荐

对象涵盖医护人员、环卫工人、幼教等苦脏累

险行业，突出了群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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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颖婕 张晓燕）4

月29日，我市召开庆“五一”劳模先进

代表座谈会。市委副书记张仲灿出

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市劳模工

匠协会名誉会长郑荣胜主持会议。

副市长柯吉欣等市领导，市总工会

领导班子成员，以及 18 名劳模先进

代表参加会议。

参加座谈会的劳模先进代表

有：全国、省、市级劳模代表、五一劳

动奖状（章）代表和工匠代表等。他

们都是在新冠肺炎防控工作中突出

表现的代表、复工复产不遗余力的

代表、助推现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代表、参与城市

治理现代化的代表等。

张仲灿向与会劳模代表和奋战

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干

部职工、劳动群众致以节日问候和

崇高敬意。他说，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全市广大干部职工全面落

实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识大体、顾

大局，不畏艰险、顽强不屈、冲锋在

前、英勇奋战，为全面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

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仲灿指出，要进一步坚持和

弘扬劳模精神，让“劳动最光荣、劳

动最伟大”的理念深入人心，让勤

劳奋斗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鼓

舞全市劳动者创新创业、拼搏实

干，为在打造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中

走在前列汇聚强大正能量。要进

一步深化发展工匠精神，发挥好广

大劳模工匠榜样作用和工人阶级

主力军作用，为战疫情、促发展“双

线作战”提供坚实支撑。要进一步

健全和完善劳动者权益保护，抓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在

“稳就业”“保居民就业”中更好地

关心关爱一线职工、外来务工人

员、困难职工等群体，把疫情对劳

动者生产生活影响降到最低。各

级工会组织要高度重视疫情带来

的新挑战，加强政治引领、建强基

层组织、深化改革步伐，积极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开创新时代杭

州工会工作新局面。

会上，2000 年全国劳模、西子

联合控股董事长王水福；2006 年全

国纺织工业劳模、万事利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屠红燕；2019 年杭州市

劳模、开元旅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裁陈灿荣；2019 年市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

赛美发组冠军、杭州拱墅职业高级

中学青年教师石丹；2020 年杭州市

五一劳动奖章、杭州城市大脑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首席技术官申永

生；2020 年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杭州市中医院护士梅建鹏；2020 年

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状杭州市公安

局疫情防控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

2020 年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状浙江

大华智联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等 8

位劳模先进代表围绕“树信心、鼓

干劲、战疫情、促发展”主题作了交

流发言，大家结合本职工作和在疫

情防控、复工复产中的实践经历，

畅谈心得体会。

本报讯（记者 汪燕盼）4 月 30

日，市劳模工匠学院实训教学基地

授牌暨市劳模工匠协会工业分会成

立仪式在杭州金鱼集团松下家用电

器有限公司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副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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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实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沈

立，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沈

慧，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陆舞

鹄，市总工会副主席、市劳模工匠协

会会长孔胜东，市总工会二级巡视

员翁正营，杭实集团副总经理盛晓

瑾，杭州金鱼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虹，杭州松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史新波,市总工会相

关部室、各产业工会、市劳模工匠学

院、市劳模工匠协会负责人，市劳模

工匠学院四个实训教学基地代表，

市劳模工匠协会工业分会理事会成

员和职工代表等40余人参与了此次

活动。

全体人员首先一起观看了《致敬

劳动者——2020 年杭州市职工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云表彰》直播，领

略了劳模先进的风采。随后，王越剑

和沈立为杭州金鱼电器集团有限公

司、杭州制氧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杭州锅

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个杭州市劳

模工匠学院实训教学基地授牌。徐

虹作为实训教学基地代表作了表态

发言。

当天活动另一项重要议程是为市

劳模工匠协会工业分会授牌。据悉，为

贯彻落实市劳模工匠协会年会会议精

神，完善市劳模工匠协会组织网络架

构，市工业工会率先成立市劳模工匠协

会工业分会，旨在进一步健全完善协会

各项职能，更好地发挥各产业工会劳模

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会上，郑荣胜

为市劳模工匠协会工业分会授牌，孔

胜东宣读了《关于同意成立杭州市劳

模工匠协会工业分会的批复》文件，

市劳模工匠协会副会长葛小青作为

市劳模工匠协会工业分会会长宣读

了倡议书。

围绕建设“一流协会”的目标，

秉持把劳模工匠协会建成温暖之家

的宗旨，接下来，市劳模工匠协会工

业分会将按照全年工作计划发挥职

能，进一步打好打实基础，加强交流

协作，细化服务举措，创新管理模式，

四家实训教学基地将认真完成各项

教学任务，提高实操课程水平。在推

动杭州复工复产、打造数字经济和制

造业“双引擎”高效动能、建设“一

城”、“一窗”的蓝图中发挥好劳模工

匠的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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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行庆“五一”劳模先进代表座谈会
张仲灿讲话 郑荣胜主持 柯吉欣出席

市劳模工匠协会工业分会成立暨
市劳模工匠学院实训教学基地授牌仪式在杭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钰哲）4 月 15

日下午，市总工会召开直属事业单

位改革动员会，传达全市事业单位

改革部署精神，通报市总工会直属

事业单位改革情况，并对下阶段的

改革工作进行部署动员。市总工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越剑作

动员讲话。

根据会议精 神 和 省 市 相 关 文

件要求，市总工会所属事业单位

家 数 从原来的 6 家精减至 4 家，总

数精简 40%。拟确定为四家：杭州

市总工会干部学校（杭州市工人业

余大学）、杭州市工人文化宫（杭州

市职工文化中心）、杭州市职工服务

中心（杭州市职工技术协作中心）、

杭州市职工 疗 养 院（杭 州 六 通 宾

馆）。其中原职工服务中心、技协

办、宣教中心、结算中心整合成现

杭州市职工服务中心（杭州市职工

技术协作中心）。同时按照政事分

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原则，市总

工会不再设立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

（参公），并全部收回各事业单位的

空编数。

会议强调，各有关部门和直属事

业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有关事

业单位改革精神和市总党组通过的

改革方案，精心组织、真抓实干、形成

合力，稳妥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加强

组织领导，加强统筹协调，加强思想

引领，严格纪律规矩，在确保市总工

会事业单位改革任务按照既定时限

保质保量如期完成的同时，把握住事

业单位改革的重大机遇，坚定不移地

推动改革落地和政策红利的最大释

放，乘势而上，大力推动工会系统事

业单位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在

我市工运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积极作用。

市总工会召开直属事业单位改革动员会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

来临之际，我市首次通过“云表

彰”的形式，表彰了一批市五

一劳动奖状（章）获得者。劳

动光荣，创造伟大。我们谨向

获奖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

贺，并向全市劳模工匠和广大

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

问候!

劳动的荣光分外耀眼，奋

斗的强音激荡人心。无论是

面对过去一年复杂严峻的国

内外形势，还是面对来势汹汹

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市广大劳

模工匠、广大劳动者挺身而

出、无私奉献，从白衣执甲、逆

行出征的医护人员，到坚守一

线的广大公安民警、社区工作

者，从持续加班生产防疫物资

的普通工人，到不辞劳苦的快

递小哥、环卫工人等，各行各

业、方方面面的奋斗者、建设

者、创造者在各自岗位上齐心

协力、共同奋斗，他们以对工作

的执着、对责任的担当，为杭州

作出了贡献、赢得了荣誉、树立

了形象，他们称得上是杭州不

断发展进步的中流砥柱和可靠

支撑。

时序更替，逐梦前行。身

处新时代，面对习近平总书记

赋予浙江、杭州的新目标、新

定位，面对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

的艰巨任务，面对常态化疫情

防控的严峻形势，仍需要各行

各业的劳动者拿出迎难而上、

真抓实干的劲头，付出持续不

懈的艰辛努力，也更需要广大

劳模工匠、先进工作者始终发

挥榜样带头作用，充分发挥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

奉献”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

平凡的成绩，努力以出色劳

动、骄人业绩，为全体劳动者

诠释劳动的价值和榜样的力

量，努力为杭州打赢战疫情、

促发展“双线作战”提供坚实

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

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

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

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

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

天的成就。一勤天下无难事，

人间万事出艰辛。无论时代条

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

尚劳动、尊重劳动者。我们要

始终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要用劳模精神凝聚人心、鼓舞

士气、激励人民、引领风尚，让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的理

念深入人心，让勤劳奋斗成为

全社会的共同追求，鼓舞全市

广大劳动者创新创业、拼搏实

干，携手为杭州打造“重要窗

口”凝聚更多力量、进发更大火

力、做出更大贡献。

劳动光荣 创造伟大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