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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浩呈报道 从一名别
人眼中的农民工变成今天的技术

大拿，“浙江工匠”、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宁波中大力德智能

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科科长万
亚勇用了10年的时间。

这10年时间里，万亚勇抵挡
诱惑，忍受枯燥，在技术创新一
线，一步一个脚印，用坚持创造了
属于一名技术工人的辉煌。

“拼命三郎”

万亚勇个子不高，说话慢声
细语，整个人看上去柔和，与他在
工作上“拼命三郎”的作风形成鲜
明对比。

受疫情影响，国内口罩需求
量激增，出现“一罩难求”的局
面。另一方面，口罩生产设备同
样是“一机难求”。

万亚勇所在的宁波中大力德
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产
品可用于口罩机设备，为了缓解
口罩机紧缺，宁波中大力德响应

国家的号召，快速复工生产口罩
机的零部件。

正月初三，万亚勇收拾行装，
驱车千里，从老家江西赶回了慈
溪。“一台口罩机需要8个不同类
型的电机和减速器，没有这些零
部件，就无法运行。”万亚勇说，

“说实话，当时厂里没要求我回
来，但我怕有事情，所以提前就回
来了。”

宁波中大力德公司年产值超
过6.8亿元，平时口罩机配件在产
业组合中占比很小，“由于原来口
罩机的零部件需求量不大，我们
一台机器就能满足订单的需求，
疫情期间由于订单量激增，我们
必须扩大生产线，但很多公司停
产，我们买不到相应的机床。”万
亚勇说。

买不到，就对现有的机床进

行改造，由于任务紧急，改造一条
生产线原本需要一周时间，万亚
勇硬是用两天时间拿下来了。改
造完成后，看到四条生产线平稳
运行，万亚勇悬着的心终于落了
下来，“作为劳模，总算为抗击疫
情做了一些事情。”

重复即偷懒

万亚勇觉得做人和技术创
新，是相通的。他不喜欢重复。
在他看来，重复即偷懒，意味着精
神上的懈怠，“所以我对新鲜的事
物特别感兴趣。” （下转第4版）

万亚勇：

10年磨砺创辉煌

劳动最光荣

本报讯 通讯员王家慧报
道 日前，湖州南太湖新区人
民法院联合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出
台了《关于建立“劳动者维权异
常名录”的实施意见》。“此次
我们率先发布了全国首个‘劳
动者维权异常名录’，在保障劳
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护航企
业发展，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
境。”南太湖新区法院相关负责
人说。

近年来，劳动者“碰瓷”企业
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企业发展，也造成了
仲裁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劳动者与用工单位是相互依
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建立劳动
者维权异常名录，驳回劳动者不
合理的诉请，是为了引导当事人
诚信维权，平等保护劳动者和企
业合法权益。”该负责人说。

据悉，该名录是南太湖新区
法院通过定期对劳动争议纠纷
数据进行分析研判，本着审慎原
则制定发布的，旨在妥善处理劳
动者向企业索取不合理报酬的
现象。“此次名录的发布，有利于
我们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建立一
个互信机制，同时对个别想通过

恶意维权来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劳动者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
用。”浙江省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负责人卢德明说。

而纳入该名录一般要符合
连续三年内，在同一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申请仲裁5件以上或
者在全市范围内申请仲裁7件
以上等四方面条件。同时，名录
将每年调整一次，已纳入名单的
人员如不再符合有关认定标准
的，将从名单中移除，对纳入名
录有异议的，可向南太湖新区法
院书面提出，法院在收到异议申
请后7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此外，纳入该名录的劳动
者，将被通报到辖区内各劳动中
介、人才市场等相关单位，法院
对所涉案件从严审查，通过关联
案件检索，强化法律关系甄别，
一旦发生不诚信诉讼、恶意诉讼
行为，从严惩处，涉嫌刑事犯罪
的，移送公安处理，目前纳入该
名录的有1人。“接下来，该名录
还将嵌入相关业务系统，在劳动
监察、仲裁、审判等环节自动识
别、自动提示，同时联合我们即
将开展的‘整治恶意诉讼专项活
动’，对相关案件从严审查。”该
负责人说。

穿上工装，是精益求
精的团队；脱去制服，更显
青春靓丽。“五一”前夕，上
海局集团公司杭州客运段
甬广车队陈美芳亲情服务
团队的姑娘们脱去平日里
穿着的统一制服，换上典
雅的中国传统服饰——旗

袍，在美丽的西湖边展示别
样美丽。 通讯员陈美芳 摄

别样美丽

本报讯 记者胡翀 通讯员陈
谊、王英报道 记者从省公安厅
了解到，今年“五一”节是疫情防
控工作进入常态化后的第一个
长假，节日期间全省案件类警情
同比下降7.5%，涉疫类警情环
比下降8.5%，未发生一次死亡3
人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全省社会
治安秩序平稳。

5月1日至5日，全省公安
机关聚焦疫情传播风险，全力开
展精准防控，强化陆路水路口岸
和沿海边境管控，最大限度防止
境外疫情输入，确保各定点医
院、集中隔离点秩序平稳。

全省公安机关日均投入警
力7.1万人、群防群治力量 9.2
万人。针对全省667家（处）开
放景区客流大幅增长，人员聚

集情况下的防疫和防拥堵、防
踩踏风险，全省公安机关主动
对接旅游部门加强景区治安管
理，日均投入景区专项安保警
力9000余人，确保了全省各旅
游景区秩序良好。全省公安交
管部门共出动警力 70118 人
次、警车33027辆次，启动交警
执法点、执勤点 1185处，查处
重点交通违法行为1605起，有
效防止了长时间、大面积道路
拥堵情况的发生，特别是针对
5月 6日零时起高速公路全面
恢复收费后，可能出现的大量
货车集中下高速造成收费站出
口拥堵等情况，省公安厅高速
交警总队会同业主公司加强重
点收费站值守，做好应急准备，
确保道路安全。

本报讯 记者潘仙德报道
昨天，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
解到，5月1日~5日，全省4A 级
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829.2万人
次，日均接待165.8万人次。据初
步测算，“五一”假期，全省全域旅
游人次为 7965.1 万，较去年
9240.4 万下降13.8%，实现旅游
收入约57.3亿元。

“五一”假期期间，我省各旅
游景区运行平稳，未出现重点区
域游客大量聚集和扎堆的现象。
据“诗画浙江文化和旅游信息服
务系统”监测分析，全省4A级及
以上重点景区共计接待游客总
量829.2万人次，全省全域共接待
游客7965.1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

下降 13.8%。通过全省全域及重
点景区客流、住宿客流、航旅客流
等监测综合分析，今年“五一”的
旅游市场特点明显：一是全省旅
游市场全面恢复，重点景区接待
量平稳有序；二是近郊游、乡村
游、观光游成为主流，回暖明显；
三是分时预约、预订，智慧旅游提
质增效明显。

“五一”假期期间，我省共接
到 12301 旅游投诉 20 起，比
2019年同期增加3起，主要集
中在杭州市（7起）、温州市（3
起），投诉最多的类别为旅游景
区 的 人 员 服 务 问 题（占 比
45%），及旅游景区的门票问题
（占比33%）。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在
“预”字上下功夫，变事后调解为
事前预防；在“调”字上做文章，
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2月
中旬以来，武义县总工会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发挥工会
组织优势，着力稳定劳动关系，
全力支持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
产，为“两战”都要赢、夺取“双胜
利”贡献工会力量。

在“预”字上下功夫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武
义县总工会对企业劳动关系中
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或突发
事件，在“预”字上下功夫，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变事后
调解为事前预防。

在武义，建立了四级网格管

理体系（即县总工会、乡镇总工
会、片区工委和企业工会），形成
了纵向以工会组织为主体，各级
工会主席作为第一责任人、知情
人、召集人、关联人，对劳动关系
预警机制的运作负全责；横向联
接企业行政、劳动争议调解委员
会等，迅速快捷、协调处理有力
的工作体系。

“乡镇街道总工会每月召开
一次所辖企业工会主席工作例
会，例会上企业工会主席都要汇
报职工队伍稳定情况，交流经验
做法，并进行工作部署。”武义县
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洪渭滨
说。

同时，武义县总工会坚持问
题导向、底线思维，将应急处置
预案做实做细，形成了“预测制

度”“预报制度”“预防制度”“值
班制度”等既相对独立又呼应连
贯的预案体系。确保一旦发生
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反应。

此外，注重发挥乡镇工会职
业化工作者作用，主动把触角延
伸到各企业，和人社、商务部门
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对可能出
现的劳资矛盾，做到超前谋划、
提前介入，全力维护好职工队伍
稳定和社会大局稳定。

在“调”字上做文章

既保护员工合法权益，又保
障企业稳定健康发展，是和谐劳
动关系的核心要义。武义县总
工会通过“三服务”和“当一周工
人”等活动，深入企业了解生产
经营面临的困难、积极宣传方针

政策，做好职工队伍稳定、风险
排查化解工作，实现劳动纠纷

“时间上不拖延，员工心里不担
忧”，从源头上预防化解劳动争
议纠纷，将劳资纠纷解决在企业
内部。

4月24日，职工李某向武义
县开发区总工会投诉，称他于
2019 年 3 月进入公司，2019 年
11月 14日因故离厂，但11月份
的13天工资一直未发放。武义
县开发区总工会接到投诉后，第
一时间与厂方取得联系，经调
解，厂方同意李某在补齐离职手
续后，通过网上发送离职承诺
书，剩余工资于 4 月 30 日前发
放。

近日，武义县总工会党组成
员、办公室主任王姝芬在深入浙

江新悦休闲用品有限公司驻企
服务活动中了解到，该公司员工
梅根清于1月11日发生工伤，由
于公司放假早，加上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没能在一个月之内递
交工伤申请表，武义县人社局按
照规定未认定梅根清的工伤待
遇。为此，公司和梅根清都觉得
无奈又无助。王姝芬了解情况
后，拿出该企业2月18日才允许
正式复工等事实依据，多次和县
人社局沟通，最终使事情得到解
决，及时化解了矛盾。

经工会组织的积极主动参
与，使多数原本可能走劳动仲裁
等司法途径的劳资纠纷得以化
解，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纠纷
的快速圆满解决，有利于企业更
好地推进复工复产。

昨日上午，因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而推迟婚期的桐庐县 23 对战疫
青年情侣喜结良缘。

当天，桐庐县举办战疫青年集
体婚礼活动，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中作出贡献的情侣代表免费举

办集体婚礼，形式新颖、意义深远
的集体婚礼受到了新人们的欢
迎。 通讯员徐军勇 摄

万亚勇（中）在生产车间。

“预”字当头“调”字为先
武义县总工会倾力做好劳动关系预防化解工作

战疫青年的集体婚礼

日均7.1万警力
守护“浙”里平安

“五一”假期全省社会治安秩序平稳

旅游市场全面恢复

“五一”假期
我省共接待游客
7965.1万人次

优化营商环境
护航企业发展

湖州发布全国首个“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

新闻服务热线
888511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导组工作汇报

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详见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