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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阮向民报道 下
车间、进工地，察实情、听建议。7
月10日至11日，全国总工会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蔡振华率调研组
赴浙江，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和开发区（工业园
区）工会建设开展专题调研。蔡
振华强调，要扎实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增强工
作责任感和使命感，打造基层工
会工作新高地。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
才方，杭州市总工会，金华市委、金
华市总工会相关领导，省总工会相

关部门负责人等陪同调研。
在杭州，蔡振华一行赴萧山

经济技术开发区，走进德意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和工会工作开展情
况；深入第19届亚运会场馆建设
工程工地，调研农民工入会工作
并慰问建设工人；考察传化集团，
调研公路港货车司机入会工作。
在金华，蔡振华一行考察了金东
区低田职工活动中心和义乌市总
工会职工众创空间，赴义乌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调研义乌丰泰电商
产业园顺丰快递工会工作。

调研组先后在杭州和义乌召
开座谈会，听取省总工会、萧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金华市总
工会、义乌市总工会的工作汇报，
并与工会干部、劳动模范、一线职
工座谈，听取意见建议。

蔡振华对我省工会工作所取
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评价我
省各级工会理想信念坚定、勇于
担当作为、思想观念解放、创新氛
围浓厚。他说，浙江各级党委高
度重视工会工作，为工会工作创
新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全省各级工会认真贯彻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确保党的决策部
署在工会系统得到贯彻落实；各
级工会认真研究开发区（工业园
区）工会工作，激发了开发区（工
业园区）工会工作活力；各级工会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规划，切实
推进工会重点工作，发挥了创新
示范作用。座谈中，蔡振华结合
当前主题教育和开发区（工业园
区）工会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蔡振华指出，要扎实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增
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充分
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
统一思想认识，精心谋划部署，认
真组织实施。要把主题教育与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
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
来，改进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
义，切实做到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往实里走，正确处理开展主题
教育与抓好当前工作的关系，统
筹兼顾，合理安排，做到两手抓、
两不误、两促进。要坚持党建引
领，拓宽工作格局。党建带工建
是做好工会工作的根本保障，要
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和
深化党建带工建工作，努力形成
党委重视、政府支持、工会主抓、
社会配合的良好工作格局。

蔡振华强调，要高度重视开
发区（工业园区）工会建设，打造
基层工会工作新高地。开发区
（工业园区）企业集中、职工集聚，
既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

工会工作的重点领域，要在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工会工作
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努力把党政
所需、职工所盼与工会所能相结
合。要聚焦建会入会工作，夯实
基层工会建设。组建工会和发展
会员是工会经常性工作，必须常
抓不懈、常抓常新。要深入开展
百人以上企业建会专项行动，通
过强带弱、大带小，推动中小企业
普遍建会。开发区（工业园区）作
为企业集聚地，更要聚焦发力，抓
紧抓实工会组建工作。要继续深
化货车司机等群体的入会工作，
拓展工会工作空间，以入会强建
会，以建会促入会，努力实现基层
工作稳中有进、持续发展。

蔡振华指出，要深化改革创
新，激发基层活力动力。要坚持
依法建会、依法管会，依法履职、
依法维权，不断提升基层工会规
范化建设水平。要紧抓工会深化
改革的机遇，牢固树立大抓基层
的鲜明导向，积极探索创新组织
体制、管理模式、运行机制、活动
方式，推动工会改革向基层延伸、
向基层拓展，更好地联系、服务职
工群众，切实担负起团结引领职
工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

座谈中，调研组和我省各级
工会干部、职工代表就深化党建
带工建工作、推进会员实名制、基
层工会经费保障、稳定社会化工
会工作者队伍等课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

本报讯记者羊荣江通讯员叶
章跃报道 近日，由省总工会、省交
通运输工会、省交通集团工会、杭
州板块建设指挥部联合主办，浙江
建金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中
交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9年杭州区域重点工程劳动
立功竞赛暨杭州板块路面工程现
场观摩会”在建金高速公路举行。

会上，建金高速作为杭州板
块在建项目代表，和与会人员分
享了项目建设经验，包括水稳施
工质量控制、美丽班组创建、安全
标准化建设和监理信息化在工程
管理中的应用及成效等内容。

在立功竞赛活动开展过程
中，建金高速亮点纷呈。在省总
工会、省交通运输工会要求“六比

六赛”的基础上，建金高速结合项
目实际，制定以“八比八赛”为主
的竞赛方案。自2017年 9月以
来，指挥部分别组织开展了“百日
攻坚”“三百挂图作战专项行动”、
工人技能比武等多种活动，进一
步营造了比学赶超的建设氛围。

同时为提高立功竞赛的可操
作性，指挥部在立功竞赛实施方
案的基础上，出台了《监理办劳动
立功竞赛评分办法》《项目部劳动
立功竞赛评分办法》，进一步细化
了考核项目、考核内容，明确将质
量、安全、合同履约、造价控制、标
化建设等作为重要考核内容，指
导参建单位在平安工地、品质工
程创建上比学赶超，全面提升标
化、质量、安全等项目建设水平。

本报讯 记者杜成敏报道
日前，我省退役士兵、下岗失业
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
高职扩招志愿填报时间于7月
10日结束。13日，杭州职业技
术学院（以下简称：杭职院）开启
了面向上述人员的首次高职扩
招考试，也是我省最早开考的高
职院校之一。记者前往学校进
行了实地采访。

“动手能力”占大比例分值

杭职院此次共开设园艺技
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2个招
生专业，均为省“十三五”优势专
业、杭州市特色专业，学制为3
年。

据介绍，今年杭职院社会人
员扩招考试分为笔试、动手能力
测试、面试三部分，对应的分值
占比为30%、50%、20%，总分
100分。

“看起来 3 项测试内容较
多，但实际上都是围绕一个考试
主题——职业适应性测试，通俗
点说就是看看学生适不适合学
习这个专业。”杭职院招生就业
处副处长王飞说：“因为我们的
专业学习跟岗位紧密结合，所以
动手能力占较大分值，其他两项
主要以通识性知识考核为主。”

王飞表示，对社会人员招生
的专业，杭职院将依据“标准不
降、模式多元、学制灵活”的原
则，根据生源特点，实行单独建
班、分类教学与管理、弹性学制
（可延长至5年）、灵活教学，实
施工学结合和现代学徒制培养，
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社会考
生的高质量就业水平。

考生：抓住“教育红利”提升自己

1973年出生的高芸芸来自
嘉兴桐乡，是此次杭职院扩招考
试中年龄最大的社会考生。

报考杭职院之前，高芸芸在
一家民营服装企业上班。“我和

丈夫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只
能在私人企业当一线工人，收入
很不稳定。”高芸芸说：“这次全
国高职扩招，我觉得是个很好的
教育红利，用3年时间学个一技
之长，我觉得还来得及。”

由于父母从事蔬菜大棚种
植行业，所以高芸芸选择报考园
艺技术专业。“他们年纪越来越
大了，我想接他们的班，搞科学
种植。”高芸芸说：“如果考上的
话，在校期间想多学花卉种植、
园艺技术，今后我还想扩大种植
面积，用学到的专业知识去创业
致富。”

据了解，此次招考，已就业
的中职生占了九成以上。20岁
的考生何志琪，2018年职高毕
业后，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
作，他做过酒店的前台，也当过
保安。这次从班主任那里得知
扩招消息后，他第一时间报考了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一
是想圆自己的大学梦，二是想抓
住机会好好深造。”

按需求摸底调整教学计划

杭职院此次扩招的2个专
业 ，近 几 年 的 就 业 率 都 为
100%。其中，园艺技术专业学
生创业率达 30%以上，还有
30%左右的学生成功专升本，汽
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学生创
业率也在15%以上。

杭职院园艺技术专业吕伟
德教授表示，由于社会考生较为
复杂，且大部分已有职业，因此
在教学方式上会有所调整。

吕伟德表示，这些学生入校
后，在需求方面也会与传统考生
有所不同，在已有社会经历的基
础上，对于创业、科研、升学等目
标更加明确，因此教学要与职业
规划紧密结合，在对所有学生进
行大摸底的基础上，对人才培养
计划也会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
学生的需求。

连 日 来 ，台
州市路桥公安分
局巡特警大队组
织民警开展夏日
防暴处突演练，
以提升应对各类
突发性警情的能
力。
通讯员蒋友青 摄

本报讯 通讯员周云、陈建
忠 记者潘仙德报道 昨天凌晨1
点50分，台州海事局船舶交通
管理中心（VTS）通过甚高频系
统接收到一艘名为“鑫源鸿”的
货轮紧急呼救：“我船在台州五
棚屿水域附近触礁搁浅，船舶左
边舱有破裂进水，大概位置在北
纬 28 度 40 分、东经 121 度 53
分。船上有船员13名，急需救
援！”

险情就是命令！台州海事
局交管中心立即将有关情况报
告台州市海上搜救中心。海上
搜救中心接警后迅速行动，立即
调派台州海事局“海巡07557”
艇火速前往现场救援、处置。

由于事发时正处低潮位，货
轮一时难以脱浅。救援人员要
求船上人员全部穿着救生衣，立
即采取堵漏措施，启动抽水泵排
水自救，并时刻观察船舶进水情
况、吃水变化，视情将救生艇放
至甲板，做好接受救助准备；同
时该局VTS指挥中心将该事故

船及其周边水域划定为重点监
控区域，提醒过往船舶远离该水
域航行，避免其他船舶出现类似
搁浅事故。

当天椒江正处短时雷暴天
气，沿海海面风力达到阵风八
级。凌晨3点50分左右，“海巡
07557”艇顶着风浪到达现场，
经现场监测，潮水已不断升高，
事故船舶借助潮水慢慢起伏。
在海事巡逻艇的现场指挥下，该
货轮逐步脱离浅点水域，向深水
域漂移。最终在4点10分成功
脱浅，并在“海巡07557”艇的护
航下驶往椒江港内。

7点45分，经过近6个小时
的救援，“鑫源鸿”轮安全靠泊椒
江港内海昌船厂，并第一时间实
施抢卸，最终13名船员成功脱
险。

记者从台州海事局获悉，
5000吨级的“鑫源鸿”轮本航次
是从唐山曹妃甸载运4400吨钢
材到台州，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
调查中。

蔡振华在浙江调研工会工作时强调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打造基层工会工作新高地

蔡振华（左三）率调研组考察传化集团，调研公路港货车司机入会工作。 见习记者邹伟锋 摄

特警夏日练兵忙
省交通集团杭州板块

切实发挥立功竞赛“助推器”作用

学有榜样干有目标

图为被救船员安全到达椒江港。

5000吨货轮触礁进水

13名船员成功获救

全省率先开考！
杭职院面向社会人员扩招考试13日举行

年龄最大考生为46周岁

据浙江在线杭州7月14日讯
7月14日晚，省公安厅发布淳安失
踪女童案件最新调查结果。

2019年7月8日，浙江淳安9
岁女童章子欣失踪案件发生后，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现就该
案调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案件受理调查情况

2019年7月8日10时许，淳
安县公安局青溪派出所接章子欣
奶奶报案称：其孙女章子欣（女，9
周岁）被两名租客以赴上海参加
婚宴为由带走，逾期未归，下落不
明。接警后，淳安警方经初查，锁
定犯罪嫌疑人梁某华、谢某芳。
鉴于案情重大，省、市、县三级公
安机关迅速行动，组成联合专案
组，先后组织500余名警力分赴
上海、漳州、汕头、广州、茂名、珠

海、武汉等地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二、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

梁某华，男，43岁，广东省化州
市人，无违法犯罪前科。已婚，育有
一子一女，2004年因养殖亏损负债
等原因离家出走，多年未归。

谢某芳，女，45岁，广东省化
州市人，无违法犯罪前科。未婚，
外出打工，多年未归。

2005年，谢某芳经人介绍与
梁某华共同生活至今，未办婚姻
登记，两人名下无房产、无车辆、
无股票股权，近两年来多次以欺
骗手段向亲友骗取钱财，用于旅
游及日常生活。由于两人诈骗行
为已持续多年，其通过实施诈骗
满足日常开销的状况越来越难维
持，自杀前银行卡余额加现金仅
剩31.7元。经多方走访调查，未

发现梁、谢二人有参与邪教活动
等情形。

2019年7月8日凌晨，梁、谢
二人在宁波东钱湖一观景平台投
湖自杀，全程均在视频监控覆盖
区域，自杀前有饮酒、相互捆连外
套、共同投湖等行为。经检验，两
人尸表无抓痕等损伤，毒化检验
无异常，血液有酒精含量。

三、女童章子欣死亡情况

经多方力量连日搜救，7月13
日，疑似被害女童遗体在象山县
观日亭正南方向16海里处（石浦
海域）被发现并打捞上岸。经刑
侦技术鉴定，确认系失联女童章
子欣，尸表未见明显暴力性损伤，
符合生前溺水死亡特征。综合视
频监控、目击证人证言以及失踪
区域路况环境特征等，警方初步

排除女童为失足落水。

四、犯罪嫌疑人活动轨迹情况

经查，梁、谢二人自2005年以
来主要在广东广州、珠海、茂名、东
莞等地生活。自2018年底特别是
今年4月份以来在全国各地频繁
游玩，先后到过三亚、重庆、丽江、
大理、昆明、恩施、宜昌、长沙、郑
州、徐州、济南、潍坊、西安、天津、
北京、秦皇岛等48个城市。

7月 4日早上 6时 30分许，
梁、谢二人携女童章子欣从淳安
县千岛湖镇青溪村家中离开，以
乘坐高铁、网约车等方式先后到

达漳州、汕头、潮州、厦门、宁波等
地。7月7日19时22分，监控显
示三人在松兰山旅游度假区白沙
湾区域出现；20时至20时 20分
许，有目击者在距观日亭约百米
处，看见一女子拎着包，一男子背
着一小女孩往度假区北出口行
走；22时22分，监控显示度假区
出口一男一女离开，未见小女孩；
7月8日2时01分，监控显示，梁、
谢二人跳湖自杀。

目前，专案组正围绕案件开
展进一步侦查。警方呼吁新闻媒
体和广大群众关注权威信息发
布，不信谣，不传谣。

省公安厅发布

淳安失踪女童案件最新调查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