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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江工匠工匠
全媒体全媒体大奖赛大奖赛

砥砺奋进砥砺奋进勇立潮头勇立潮头

开好党代会
迎接十九大

本报讯 记者胡翀 通讯员
史隽报道 省检察院近日出台
《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打击侵犯知
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
罪检察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进一步依法惩治侵权
假冒犯罪，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
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
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

《意见》明确了对侵犯商标
权、著作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等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将加大打击
力度。其中，链条式、产业化侵
犯知识产权，以及具有反复侵
权、恶意侵权、网络侵权、有组织
侵权等恶劣情节的犯罪都将列
入“重击”范畴。同时，还将重点
打击“黑作坊”、“黑窝点”以及制
售假冒伪劣药品、食品、农资等
侵害民生民利犯罪活动，严厉打
击互联网侵权盗版和利用互联
网、通信网络、电视网络销售假

冒伪劣商品的侵权犯罪行为。
《意见》还对涉侵权假冒案

件刑事法律监督进行强化，加强
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及时发
现并纠正行政执法机关有案不
移、以罚代刑等问题。加强对侦
查活动的监督，既要监督有案不
立、有罪不究，也要监督借保护
知识产权之名，违法插手经济纠
纷、违法查封、扣押、冻结和划拨
企业财产、滥收保证金、滥用强
制措施等行为。加强对刑事审
判活动的监督，坚决依法纠正错
误裁判。

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以
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对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案件批准逮捕 81 件
111人，提起公诉415件674人；
共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
件批准逮捕318件581人，提起
公诉885件1578人，司法保护颇
具成效。

本报讯 记者王海霞报道
2017年浙江省五一劳动奖和浙江
省工人先锋号的评审工作、“浙江
工匠”选树工作均已结束。记者
从昨天下午省总工会召开的“五
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拟表彰浙
江省五一劳动奖状29个、奖章88
个，浙江省工人先锋号151个，浙
江工匠100名。

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
员唱主角

在省五一劳动奖章中，一线职

工和专业技术人员52人，占65%；
科教人员18人，占22%；农民工7
人，占 8%；企业负责人 4人，占
5%；年龄最大58岁，最小32岁，平
均年龄43岁；女性24人，占30%；
中共党员50人，占63%；民主党派
3人。非公企业及其职工在省五一
劳动奖状、奖章中的比例分别为
46%、42%（要求不低于35%）。

从推荐对象行业分布看，涉
及制造业、教育、卫生、农林牧渔
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
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18个
国民经济行业，涵盖一线职工、技
能人才、农民工、科教人员、企业
负责人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等各
领域的优秀代表。

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各级评选组织在推荐过程中突出

一线，向苦脏累险岗位倾斜，省五
一劳动奖中交警、环卫、护士、幼
师等对象较以往明显提高。具有
工匠精神的一批优秀技术工人脱
颖而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
求。同时注重在G20、扶贫、援建
等重大活动中挖掘典型，涌现出
费慧华等一批先进。

据悉，关注制造业、聚焦实体
经济也是今年省五一劳动奖评选
的一大特点，非金属制品加工、纺
织、农副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在
推荐评选中有所体现。另外，各
单位在推荐过程中，对教育、卫生
系统的推荐积极性明显增强，凸
显我省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百名“浙江工匠”诞生

“浙江工匠”选树于今年3月
13日正式启动网上申报，共收到

1137条个人申报信息，400多名
申请人通过初审，277名通过复
审，最终先后经过5次评审、公示
等程序认定了“浙江工匠”100名。

本次认定的100名“浙江工
匠”涵盖纺织、服装、皮革、化工、
化纤、造纸、橡胶塑料制品、非金
属制品、有色金属加工、农副食品
加工等十大传统行业、八大万亿
产业中的制造业，聚焦制造业和
企业一线职工。其中56人拥有高
级技师职称，12人拥有技师职称。

从工作年限上看，普遍具有丰
富的工作经验，从业40年及以上
的就有23位；现年76岁的龙泉市
正聪青瓷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
毛正聪，从事青瓷制作已超 60
年。同时，也不乏一些新生代的技
能高手。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吕

洋是最年轻的一个，1989年出生
的他从事数控维修工作达11年，
已是数控机床维修业技术带头人。

领军作用明显。近年来，获
得全国技能大赛第一名的有2人，
获得全国技能大赛前三名的有5
人，全国技术能手27人，获得省部
级大赛第一名的有8人，有12人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对于百名“浙江工匠”，省总
工会不仅颁发证书、奖牌，同等条
件下，还将优先推荐全国、省五一
劳动奖章。

下一步，省总工会将围绕“浙
江工匠”的培育开展系列活动，通
过充分发挥“浙江工匠”的引领示
范作用，带动全省广大职工投身
各种岗位创新竞赛和技能练兵活
动，为更多的职工走上技能提升
的通道做好服务。

记者何悦通讯员凌海蓉报道
企业的发展要靠创新，创新关键靠
人才。来自湖州吴兴区的80后工
程师闵黎明，在十几年的工作中，
踏实进取，潜心专注于汽车交流发
电机设计、制作和工艺改进，完成
了多项技术创新，申报专利22项，
为公司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作出
了重要贡献。

闵黎明目前担任浙江大东吴
汽车电机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主要
负责公司的新产品研发、样品试
制、产品持续改进、工艺改进、技术
团队的组建和管理等。

踏实钻研，不成功不罢休

2002年，学习汽车维修专业
的闵黎明毕业于湖州师院求真专
修学院，2003年，应聘进入了现在
的工作单位。

当时，闵黎明的目标很明确
——进入公司技术部做一名产品
研发工程师。他在车间实习时，抓
住一切机会实践、学习，“车间的每
个工人师傅都是我的老师，不懂就
问。”对于不太熟悉的理论知识，他
通过书籍、网络等途径不断充电。
一年后，闵黎明如愿进入技术部，开
始从事发电机的设计与研发工作。

2004年，闵黎明就研发出了第
一款发电机，那是他第一次主持开
发一个新产品，也是他最自豪的经
历。“当时，我接到一个任务：研发一
款用于欧曼中、重卡系列车型上的
发电机。”从结构设计到电磁设计，
从模具开发到样机制作，再到最后
的型式试验，闵黎明全程负责，前前
后后一共做了4次样机，4次改进，
花了半年多时间，最终得到了客户
的认可，并批量采购。“走访客户的
时候，看到自己设计的发电机装在
这么一个‘大家伙’上面，而且没有
这个小发电机这台车就跑不起来，
幸福感、自豪感油然而生。”

闵黎明说，第一次的成功非常
鼓舞人心，让人心潮澎湃。这为他
后来的设计研发工作奠定了一个
很好的基础。

开头打了个漂亮仗，接下来的
是更大的压力和挑战。2005年时，
大东吴公司已经初具规模，但由于
对公司发展方向的理念不同，几位
技术骨干陆续离开，最后就剩下了
闵黎明。面对领导的期望，入行才
2年多的闵黎明硬着头皮挑起了大
梁。他说，其间公司也聘请了国内
外的专家，很感恩在这个过程中踏
着巨人肩膀快速成长。最庆幸的
是，自己的坚持不懈，获得了更多的
锻炼，闵黎明渐渐从总装班长、质保
部部长，做到了技术总监。

十几年来，闵黎明专注汽车交
流发电机设计、制作和工艺改进，
完成了多项技术创新，申报专利22
项。其中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
专利6项、外观专利15项、先进生
产操作法 8项。闵黎明热爱自己
的工作，热爱钻研，每次设计开发
出新产品，同事们常调侃：你又多
了个“儿子”。

用心“传帮带”，培育高技
能人才40多位

凭着永不言败、力求完美的精
神和出色的技能，闵黎明获得了湖
州市职业技能带头人、第四届市首

席技师暨南太湖新技师等荣誉。
他在做好研发工作的同时，更是加
倍注重以“培、练、赛”和“传、帮、
带”来培养新人。

目前，以闵黎明为首的技能大
师工作室联合学校已培训高技能
人才40多位，留任率60%~70%。
2015年和2016年，浙江大东吴汽
车电机有限公司闵黎明工作室还
先后被评为湖州市级和省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

培养新人，闵黎明觉得最重要

的就是用心，手把手带他们实践。
“新员工既没有资源，又缺乏专业
技能，前期如果直接把工作任务扔
给他们，会很容易产生畏难情绪，
失败返工了自信心还受打击。”因
此，闵黎明会和新人一起装样机，
一起讨论解决故障问题，甚至一起
画图纸，做的过程中详细讲解要
点。闵黎明说，要让新人有参与感
和成就感，要让新人看得到自己的
发展空间，要把那股敢于创新的

“劲”释放出来。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
定：

车俊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同志不再
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浙江省委主要
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4月26日，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仪式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公司大连造船厂举行。图为航空母舰下水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李刚 摄

新华社大连4月26日电 我
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仪式26
日上午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大连造船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出席仪式并致辞。

9时许，仪式在雄壮的国歌
声中开始。按照国际惯例，剪彩
后进行“掷瓶礼”。随着一瓶香槟
酒摔碎舰艏，两舷喷射绚丽彩带，
周边船舶一起鸣响汽笛，全场响
起热烈掌声。航空母舰在拖曳牵
引下缓缓移出船坞，停靠码头。

第二艘航空母舰由我国自行

研制，2013年11月开工，2015年
3月开始坞内建造。目前，航空
母舰主船体完成建造，动力、电力
等主要系统设备安装到位。出坞
下水是航空母舰建设的重大节点
之一，标志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
航空母舰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下一步，该航空母舰将按计划进
行系统设备调试和舾装施工，并
全面开展系泊试验。

海军、中船重工集团领导沈
金龙、苗华、胡问鸣以及军地有关
部门领导和科研人员、干部职工、
参建官兵代表等参加仪式。

本报讯 记者胡翀报道 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怀着对劳动者
的崇高敬意，昨天，绍兴市举行
庆“五一”劳模先进表彰大会。
绍兴市委书记彭佳学、绍兴市长
马卫光等四套班子领导、市总工
会负责人出席表彰活动。

绍兴市委书记彭佳学肯定了
广大职工对于绍兴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特别是
这些接受表彰的劳模先进，在各
自工作岗位上释放出的正能量所
起到的引领作用。彭佳学说：“这
些劳模先进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尽职尽责，
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用实际行
动阐释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
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
于奉献的新时代劳模精神，不愧
为时代的楷模，发展的功臣，绍兴
的脊梁，值得全社会尊敬。”

绍兴市市长马卫光宣读了
全国、省、市各级荣誉奖项的获
奖名单。其中嵊州市人民医院
内科主任、主任医师董志春，绍
兴市蕺山中心小学校长、高级教
师叶燕芬，诸暨市绿康果蔬专业
合作社理事、高级农技师冯永才
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浙

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热加工车间荣获全国工人先锋
号。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昌
海生物分公司副总裁吕春雷被
评为浙江省劳动模范。何祖国
等 6 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称
号。索密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等 3 家单位荣获浙江省五一劳
动奖状。浙江绍兴嵊新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嵊州南收费站班组
等 7 个班组荣获浙江省工人先
锋号称号，另外还有 85 名个人
被评为绍兴市劳动模范，15家单
位被评为绍兴市模范集体。

本报讯 记者孟万成摄影报道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台
州市椒江区首届劳模颁奖晚会在椒
江剧院隆重举行。李从撑、王海强、
李海强等16名劳模和方远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椒江区社
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台州市椒江
区人民法院等5家模范集体代表闪
亮登场，接受椒江区委书记陈挺晨
等领导的颁奖、祝贺。

随后，全体劳模和千余名干部职
工代表观看了歌舞《这里的春天最美
丽》、工装秀表演《咱们工人有范儿》等
文艺节目演出。

本报讯 边文畅报道 4月25
日，杭州首届新闻作品版权保护
大会召开，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联合中新社、法制日报、杭
州日报、都市快报等媒体，共同倡
议加强新闻作品版权保护并提议
成立新闻作品版权保护联盟。

据介绍，近年来，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迅猛发展，网媒、自媒体崛
起，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极大
改变，很多原创新闻作品被肆意
转载甚至无标注转载，对新闻作
品知识产权造成了严重伤害。在
自媒体领域，侵权表现更为明显，

据不完全统计，41%的原创作者
遭遇过作品侵权，而在被侵权的
作者中仅有46%的作者选择主
动维权，新闻作品包括自媒体作
品维权刻不容缓。

为了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事业
的发展，杭州市版权局、杭报集团
在会上向广大新闻工作者发起倡
议，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并成
立新闻作品版权保护联盟，加大
对新闻作品版权的保护力度和宣
传力度，多家新闻媒体代表共同
签署了该倡议。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
临之际，杭州市庆祝“五一”国际
劳动节暨市五一劳动奖表彰大
会，昨天下午在省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

会上，授予50个集体杭州市
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100名个
人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
号。表彰他们在积极推进城市国
际化、修筑轨道交通、改造城中村
工程中；在五水共治、五废共治、剿
灭劣Ⅴ类水攻坚战中；在招商引

资、为平安杭州保驾护航路上，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展示
新时代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和最美
精神。

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班组长厉康侃，在会上宣读倡议
书，向全市职工发出了《打好六场
硬仗、建设世界名城、展示职工风
采》的倡议书。

记者周金友通讯员张晓燕
摄影报道

省总工会召开“五一”新闻发布会

省五一劳动奖评选
百名“浙江工匠”选树揭晓

自行研制！
蛟龙入海！
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

唱响劳动光荣
工人伟大主旋律

杭州隆重表彰150个先进集体和个人

绍兴举行庆“五一”劳模先进表彰大会

台州市椒江区举办首届劳模颁奖晚会

80后电机研发达人闵黎明：

把每个产品当“儿子”

省检出台《意见》
重拳打击侵权假冒犯罪

杭州首届新闻作品
版权保护大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