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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双手
导 读

近日，市总工会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了《2020 年

杭州市开展职工疗休养工作暂行规定》，新的疗休养

政策提高了经费标准，鼓励职工家属随同参加疗休

养。这些可喜的变化更加贴近现实和职工需求，体

现了工会对职工的真切关怀。

今年的职工疗休养，将优先安排抗疫一线人员

参加。这也是对抗疫一线人员的褒奖。年初疫情发

生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公安民警等

人员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他们放弃了节假日

休息，放弃了和家人的团聚，不怕苦、不怕累，甚至冒

着生命危险阻击疫情。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紧张工

作，他们的身体也需要消除疲劳，他们紧绷的神经也

需要得到放松。安排抗疫一线人员参加疗休养，让

他们得以一洗疲惫，也是切实保障了一线职工的休

息权。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快递员、外卖员等新业态

从业人员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各级工会不妨把新业

态从业人员也纳入职工疗休养的范畴，让他们得到

应有的回报。

可以带家属一起参加疗休养，也是本次新政的一

大人性化举措。很多抗疫一线的人员跟家人往往是聚

少离多，即使没直接投身抗击疫情，很多职工由于平时

工作繁忙，陪伴家人的时间也不多。而这些职工取得

的工作成绩里，也有家人支持的功劳。让职工携带家

属一起参加疗休养，是对家属支持职工工作的肯定与

鼓励，也能增强职工家属对家人工作的认同，进一步激

励职工爱岗敬业，不断在工作岗位上取得新的进步。

组织职工参加疗休养，是对职工健康的关爱，也

回应了广大职工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同时还有利于促

进消费。按照有关政策，职工疗休养所占用的工作日

不超过5天的，不得抵充国务院规定的职工年休假假

期。这就要求组织实施疗休养的单位真正懂得“会休

息才会更好地工作”，合理安排疗休养时间，不把职工

参加疗休养视为负担，切实保障职工参加疗休养的权

益，认真组织好职工参加疗休养，把好事做得更扎实，

让职工在放松身心之后更好地再出发。

优先安排抗疫一线人员疗休养。

职工疗休养活动应当面向广大职工，

以生产、工作一线职工为主，优先考虑

参与疫情防控的一线医务工作者、社

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等和各

类先进模范人物，照顾因工负伤或即

将退休的职工。

落实疫情防控等各项安全措施。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职工疗休养程序组

织实施，并由组织单位或承办单位购

买额度不少于 100 万元/人的人身意

外险，费用在疗休养经费中列支；要

加强对承办单位的监督和指导，落实

疫情防控和安全要求，确保疗休养活

动圆满顺利。

遵守疗休养纪律相关规定。疗休

养活动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中央廉政建设、作风建设等有关规定，

严禁承办单位虚开发票套现，严禁冒

名顶替参加职工疗休养，严禁未经单

位批准、未落实安全责任自行出行报

销费用等行为。

自 2017 年 10 月 18 日首家杭州市

职工疗休养基地落户下姜村以来，各

级领导高度重视，两级工会主动有为，

一手抓职工疗休养，提升职工满意度、

幸福感，一手抓职工疗休养基地建设，

提高工会影响力，延长工作手臂，打造

新的服务平台，加上各方的支持与配

合，职工疗休养基地建设已初现成效，

逐渐成为各级工会服务大局、服务职

工的新抓手、新平台、新品牌。截至目

前，全市已建成疗休养基地166家。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广大职工群众对福

利待遇、健康关爱等方面的关注度越

来越高，职工疗休养有关规定的修订，

既是关心关爱工会会员，回应广大职

工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更是促进消费，

拉动内需，助力“两战全胜”。

面向广大职工 抗疫一线人员优先

本报讯（记者 王钰哲）5月13日，市

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越剑赴

萧山区结合“走亲连心三服务”调研疗

休养基地建设情况。市总工会党组成

员、二级巡视员朱幼青，萧山区总工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斌，市总工会

有关部门和市职工国际旅行社有关负

责人参加调研。

王越剑一行来到萧山区开元名都大

酒店，以座谈会的形式听取了萧山区总

工会、开元名都大酒店职工疗休养基地

建设情况和特色做法，并就开展好今年

职工疗休养工作进行了交流，市总工会

保障工作部就2020年杭州市开展职工疗

休养工作暂行规定作了介绍。

王越剑指出，近年来，在各级领导高

度重视下，全市各级工会主动有为，不断

加大对职工疗休养的投入，通过建基地、

建平台，促发展、惠职工，对职工疗休养

的思考日益深入。职工疗休养工作日渐

扎实，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他强调，要按

照市委“尽快启动、加大力度”的要求，做

好今年职工疗休养工作。要加强和开元

名都等疗休养基地的对接，借职工疗休

养之“机”，助推旅游市场复苏。要有效

整合各区、县（市）的旅游资源，优化疗休

养线路，提升职工获得感。要不断提升

疗休养服务，把职工疗休养这件深受职

工欢迎的实事做好做实。

自 2017 年 10 月 18 日，首家杭州市

职工疗休养基地落户下姜村以来，两年

多来，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两级工会主

动有为，一手抓职工疗休养，提升职工满

意度、幸福感，一手抓职工疗休养基地建

设，提高工会影响力，延长工作手臂，打

造新的服务平台，加上各方的支持与

配合，职工疗休养基地建设已初现成

效，逐渐成为各级工会服务大局、服务

职工的新抓手、新平台、新品牌。截至

目前，全市已建成疗休养基地166家。

本报讯（记者 罗昙）5月14日，市总

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越剑赴余

杭区基层联系点走访调研。余杭经济技

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蒋

叶华，余杭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陈弘，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主席吴

明强，市总工会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等

参加了调研。

上午，王越剑一行首先来到贝达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参观了贝达药业展厅，

深入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管线、新药

研发进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

上，余杭区总工会、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总工会、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围绕疫

情防控期间创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职

工队伍稳定专项排查工作、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等方面分别汇报了相关工作

情况。

王越剑听取汇报后，对余杭区工会

开展的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

评价。他要求，工会工作要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始终把服务职工作为工会

工作的生命线。一是要贴近基层、贴近

职工。工会干部要更多到职工群众中

去，依靠职工群众开展工作，反映职工群

众意愿。二是要团结维稳、主动有为。

坚决维护职工队伍和工会组织的团结统

一，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做好职工队

伍稳定的风险预警、监测和排查工作，及

时调解和解决问题，把矛盾化解在萌芽

阶段。三是要积极探索、培树样板。进

一步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余杭区作为改革试点，要积极探索开

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的举措和

路径，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把余

杭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做出实效，做

成样板。

下午，王越剑一行赴东华链条集团

有限公司参观调研，并走访看望了省劳

模邱长法。邱长法进入东华公司二十余年来，始终

保持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他热心传、帮、带，近年来所带的近20名学徒已成为

分厂、车间、班组中的骨干，较好地发挥了职业技能

带头人的作用。王越剑详细询问了邱长法的生活和

工作情况，勉励他继续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

匠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争

做职工的榜样、时代的表率。

随后，王越剑一行又来到东湖街道蓝庭社区联

合工会，对基层建家入会工作进行调研，慰问了困难

职工王贤，鼓励他积极生活，战胜困难，有困难及时

找工会“娘家人”，并送上了慰问品。

王越剑赴萧山区调研疗休养基地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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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加码！杭州职工疗休养政策新“出炉”
经费标准提高 鼓励家属随同 抗疫一线人员优先

职工疗休养
放松身心再出发

本报评论员 王俊勇

女农技师吴燕君：
这双手常常埋在泥里
还要和各种虫子打交道

90后工人马龙：
这双手组装出摩托车远销海外
正在实现一个男孩的梦想

鼓励在杭州市全域疗休养。根据

疫情防控要求，除适当考虑对口帮

扶 （支援、合作）、山海协作和杭

州都市圈合作需求外，2020 年职工

疗休养活动应安排在杭州市域内的

旅游度假区、特色景点、美丽乡村

和职工 （劳模） 疗休养基地，鼓励

区、县 （市） 积极开展职工疗休养

结对和互送，交错开展职工疗休养

活动。

鼓励灵活安排疗休养时间。在杭

州市域内开展疗休养活动，可分批

次、分时段灵活组织开展。组织实施

疗休养的单位应根据本单位工作生产

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疗休养时间，职工

疗休养所占用的工作日不超过 5 天

的，不得抵充国务院规定的职工年休

假假期。亦可适当结合双休日，在杭

州市域范围内实施短途多次疗休养

活动。

鼓励提高职工疗休养经费标准。

在单位行政福利费允许的范围内，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疗休养经费可

按照不超过 3000 元/人的标准列支。

国有企业疗休养费用标准根据财务

规定在成本费用中据实列支，参照党

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标准执行。

经费标准提高 增至3000元/人

鼓励职工家属随同参加疗休养。

各单位组织疗休养活动，根据单位实

际情况，可由职工提出申请，经双方单

位批准同意后，职工直系亲属随同参

加疗休养活动。职工直系亲属符合职

工疗休养条件的，疗休养费用由家属

所在单位按标准给予报销。不符合职

工疗休养条件的，需与承办单位协商

订立旅游合同，费用自理。

扩大一线职工免费疗休养覆盖

面。市总工会本级将组织15000 名一

线职工免费疗休养，各级工会要专门

预算经费，组织一线职工在杭开展免

费疗休养活动，深化工会服务职工工

作，切实保障一线职工的休息休养权。

名额增至15000人 鼓励家属随同

记者 王钰哲

为贯彻市委

“打赢抗疫阻击

战、有序恢复生产

生活”决策部署，积

极应对疫情对职工

疗休养活动的影

响，助推我市旅游

市场振兴，近日，杭

州市总工会联合市

有关部委办局，出

台《2020年杭州市

开展职工疗休养工

作暂行规定》，进一

步加大职工疗休

养活动的组织力

度，鼓励在杭州市

全域疗休养，8月

底前完成 80%以

上计划疗休养人

数，包括医务工作

者、社区工作者在

内的抗疫勇士将

在杭州的美丽山

水间享受生活慢

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