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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工会

工会

本报讯 通讯员叶晓影报
道 5月2日，以省劳模杨瑞军
为代表的平阳县劳模工匠志愿
者们，主动放弃假日休息时间，
自发组织到援鄂抗疫英雄周炜
栋家中，向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献上鲜花和慰问品，并为其提
供志愿服务。

周炜栋是平阳县中医院呼
吸科主任，1月28日奔赴武汉，
是我省第二批支援湖北的医疗
队成员。在武汉天佑医院的52

天里，周炜栋所在的浙江援鄂
医疗队与武汉、海南的医护人
员一起，与疫情殊死搏斗，成功
治愈了135名新冠肺炎患者。

来自各行各业的劳模工匠
志愿者们，凭借着各自技术本
领、技能特长，开展了排查照明
线路故障、更换损坏灯具和开
关，清扫室内外卫生等志愿服
务。

杨瑞军表示：“虽然，我们
不能像医护人员那样冲到抗疫

最前线，但我们可以力所能及
帮助医护人员和社区群众，提
供便民服务，为打赢抗疫阻击
战贡献一份力。”

据了解，下一步劳模工匠服
务队还将不断加大服务力度，充
分利用自身技术特长，深入企
业、农村、学校、社区等基层单
位，广泛开展技术服务、技术指
导、现场咨询、事迹报告、成果展
示等活动，实实在在地服务社
会、服务企业、服务职工。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 通讯
员陈标报道 设立6100万元产
业工人技能培训专项资金、创建
500万元产业工人发展基金、为
优秀产业工人子女提供公办学
位、享受优先购买住房……日
前，宁波奉化区召开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工作推进会，记者从
会上了解到，为破解产业工人生
存、生活和晋级等难题，奉化区
总工会等11家重点工作牵头部
门相继出台了 11 条“硬核”举

措，直击问需。
具体来看，在财政投入方

面，该区设立了 6100万元产业
工人技能培训专项资金；在子女
就学方面，为优秀产业工人子女
提供公办学位；在住房保障方
面，出台针对“优先购房”“公共
租赁”等方案，中、高级技师享受
优先购买普通商品住房的权利，
对产业工人相关保障对象提供
租赁住房补贴；在交通运输方
面，调整东郊、尚桥、滨海、三横4

个开发区的公交路线，实现奉化
全部镇街道及开发区公交与轻
轨接驳。

在成才奖励方面，设立500
万元的奉化产业工人发展基金，
培育百名三星、千名二星、万名一
星的“百千万”优秀产业工人队
伍；在劳动技能培养方面，推出企
业新型学徒制，制定鼓励民办培
训机构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激励
政策；在社会服务方面，为优秀产
业工人单独开设阅读、“一人一

艺”、“一人一技”等培训班，每年
提供区内旅游年卡10张、区级体
育赛事门票20张、海峡两岸桃花
马拉松欢乐跑5个名额；在卫生
健康方面，提供住院费用直接结
报服务，推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在应急管理方面，开展百万产业
工人安全生产技能提升培训工
程，分3个主题开展安全生产培
训7万多人次。

记者了解到，今年初，奉化印
发了《新时代宁波市奉化区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发
布24条改革举措、部署60项重
点任务，着力构建思想引领、技能
提升、互联网促进、职业发展、支
撑保障、公共服务“六大体系”，力
求在产业工人队伍综合素质提
高、保障制度健全、合法权益实
现、社会地位提升等体制机制、方
式方法上进行改革创新，进一步
提升城市吸引力、创造力、竞争
力，为推动奉化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本报讯 通讯员杨国祥报道
近日，海宁市总工会举办潮城工匠
志愿服务队授旗（出征）仪式。

据悉，潮城工匠志愿服务队由
海宁工匠、海宁市职业技能带头人
组成。目前，潮城工匠志愿服务队
下设经编产业服务队、智能制造服
务队、电力志愿服务队、绿水卫士
服务队、镜像志愿服务5个分队，实
行队长领衔负责制，现有队员60
名。志愿服务队根据实际需求，利
用自身专长，通过常规服务和特色
服务，组织开展技术指导、技术改
造、技术攻关等系列公益服务活
动，帮助破解技术难题，助推企业
发展。

“在当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稳企业稳就业等多重压力之
下，海宁市总工会发挥组织优势和
资源优势，组建潮城工匠志愿服务
队，就是为了充分发挥工匠、职业
技能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作用，凝聚

起技术改革、创造创新活力，用工
会力量助推工业强市向高质量奋
进。”海宁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许忠德介绍。

“在工业强市向高质量发展的
进程中，我们要发扬创新精神，用已
有的知识、信息、技能和方法进行发
明创造，通过参与技能竞赛、技术革
新、项目攻关、合理化建议等方式，
用良好的职业素养，优异的工匠品
质，引领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
风尚。”出征仪式上，智能制造服务
队代表姚鹏申向全市劳动者发出了
奋进的倡议。

仪式结束后，智能制造服务
队的 10名队员开赴海宁经济开
发区，到海宁易通包装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企业生产流程智能化改
造的现场诊断服务活动。绿水卫
士服务队前往海宁水源地长山河
进行河道巡查、水质检测等志愿
活动。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社
会形成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的良好风尚，近日，“浙工之家”举办以“我眼中的新时
代劳动精神”为主题的微语录征集活动。

活动一经发布，工粉朋友们踊跃参与，纷纷写下自
己对劳动精神的理解——

@何欣茹：劳动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劳动
使人快乐和满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重劳动、投入劳
动，通过劳动对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孙文燕：作为一名普通职工，用自己的双手，通过
诚实的劳动，一点一滴把自己的小家建设好，最终让全
社会都能实现美好生活，就是对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
工匠精神最好的诠释。

@陆丽娜：作为备受争议却是敢想敢干的我们，在
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创造价值的同时，要懂得用劳动
精神指引前进的方向，要学习劳模，做服务社会的先锋。

@沈萍：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在什么岗位，不管做大
事小事，只要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就是劳动者，就是追
梦人！

@余月青：南湖新时代的工会工作者们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勇于担当，哪里需要往哪里的不怕苦不怕累精
神，实属新时代劳动精神的体现，为复工复产输入工会
血液，增强企业信心与动力，向新时代劳模致敬！

据悉，本次征集活动将于5月15日截止，5月16日
至5月31日进行评选。

本次活动仅限在浙职工参与。参与方式可关注“浙
工之家”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工会活动—劳动精神
微语录”进入活动页面；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本次
活动H5页面。按提示发布微语录（提交金句），并留下
真实姓名、手机号码及邮寄地址。微语录通过审核后即
进入展示页面。

评选期间，网友进入H5展示页面投票，每天每人可
投10票，最终，以网友投票数排列名次。

活动奖品设置丰厚。
一等奖：微语录点赞数排名前30名，奖品为江南天

池亲子游一次。
二等奖：微语录点赞数排名第31~80名，奖品为羽

毛球拍一支。
三等奖：微语录点赞数排名第81~150名，奖品为雨

伞。
参与奖：提交语录的作者和

每天投满10票的网友，可获得参
与抽奖机会，2 万个红包等你
哟（活动期间，每个手机号只有一
次获得参与奖机会）！

看完有没有心动？是不是有
点跃跃欲试？快来参加，你离大
奖只有一步之遥！

“对我们医护人员来说：
只要有 1%的希望，我们就会
尽 100%的努力。50 多个日
日夜夜，我们克服各种困难，
全力救治患者，同时不忘关
心患者的心理健康，抚慰患
者，让他们能树立信心，积极
面对当下的疫情。也让患者
感受到我们建德医疗队的温
暖”……

日前，建德市委、市政府

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劳
模座谈暨“最美抗疫职工”表
彰大会。6名劳模代表在建德
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劳模
工匠座谈暨“最美抗疫职工”
表彰大会上分享了自己的战
疫故事。除了他们，会上还表
彰了建德市各行各业、各条战
线上涌现出的30名“最美抗疫
职工”。

通讯员应陶、魏星 摄

本报讯 通讯员申春报道 近
日，金华市总工会对2020年疗休
养基地建设作出部署，并给35个先
进基地授牌。

据了解，2018年，金华市总工
会创建了首批30家市级职工疗休
养基地，经过近两年的运行实践，
共接待职工约10万人。2019年
底，金华市总工会对该批市级职工
疗休养基地进行复评，同时对各县
（市、区）总工会推荐上报的职工疗
休养基地进行考察，根据优胜劣汰
的原则，保留浙江省总工会双龙工
人疗养院、浙江新天地生态休闲农
场等23个基地，同时新增浙江巨龙
温泉旅游度假村、金华伟达雷迪森
广场酒店等12家单位为市级职工
疗休养基地。

金华市总工会对各基地实行
准入和退出机制，按照每年一申
报、三年一复审原则，吸收新的符
合条件的景区、酒店、民宿、农家乐
等作为职工疗休养基地，淘汰一批
不符合要求的基地。

“我们希望各授牌基地积极做
好疗养、养生、休息的文章，增强服
务意识，创新工作理念，提高服务
质量，通过建设标准化、管理规范
化、项目多样化、服务优质化，不断
提升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金华
市总工会副主席兰景贵在授牌仪
式上表示，各级工会要广泛发动，
鼓励引导职工到市级职工疗休养
基地开展活动，倡导各级工会在金
华市域内组织一线职工免费疗休
养活动。

优胜劣汰 把握品质
金华为35个先进疗休养基地授牌

日前，由松阳县总工会承办
的“红五月、传匠心”丽水市浙江
工匠名师带徒签约仪式在松阳
县三鑫工程有限公司举行。仪
式上，省劳动模范、“浙江工匠”、
应急抢险中心科长曹世亮不仅
现场进行挖掘机教学，还作为名
师代表上台表态发言。在本次
仪式最重要的拜师环节中，曹世
亮、徐斌、陈金富几位“师父”分
别接受了徒弟们递交的拜师
帖。徒弟们鞠躬敬茶行拜师礼，
之后互签协议，传承薪火。

松阳县一直非常注重人才
队伍建设，近年来积极开展松阳
工匠大比武、技能大师工作室评
选等活动。县总工会、人力社保
局等单位积极举办电焊工、面点
师、母婴师等技能培训和职业技
能大赛，培养了一批技能型人
才。 通讯员章静雯 摄

本报讯 记者阮向民报道 红
五月，劳动号角分外嘹亮。平湖
市民生共享工程指挥部办公室、
市总工会日前联合启动2020年
民生共享工程全域立功竞赛，动
员全市广大职工群众以崭新的面
貌、奋进的姿态、昂扬的斗志，掀
起民生共享工程建设热潮。

“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广大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
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的题中

之义。”平湖市政协副主席、市总
工会主席许静表示，开展民生共
享工程立功竞赛，旨在进一步凝
聚广大建设者的硬核力量，着力
发挥立功竞赛“鼓舞人、激励人、
凝聚人、培育人”的突出作用，大
力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
人点赞”民生共享工程全域立功
竞赛的浓厚氛围，用实干精神擦
亮“重要窗口”。

据悉，本次立功竞赛将组织
全市所有118项民生共享工程项

目统一参赛，设置“住房大事”、
“关键小事”、“贴心暖事”、“改革
要事”、“公建实事”5个分赛场。
竞赛内容重点围绕民生共享工程
重点基建项目建设，以项目为依
托，以广大职工为主体，以创建

“工人先锋号”、班组建设、技术培
训、技能比武、技术创新、职工“五
小”活动、合理化建议等为载体，
开展“六比六赛”，即比质量，赛工
程创优争一流；比进度，赛项目推
进促提效；比创新，赛攻坚克难增

效益；比安全，赛文明健康扬风
尚；比廉洁，赛精益管理促和谐；
比服务，赛为民初心显担当。

竞赛活动由市民生共享工程
指挥部办公室和市总工会负责统
筹组织、指导协调，将通过开展目
标赛、阶段赛、标段赛、创新赛、单
项赛、区域赛等形式，努力把竞赛
活动覆盖到项目建设的全过程、
全领域，做到立功竞赛与项目建
设同步规划、同步安排、同步推
进。

竞赛组织部门还将采取抽
查、交流会、年终总结评审等形
式，对立功竞赛取得显著成效的
班组以及在竞赛中涌现的先进个
人进行通报表扬，并优先推选参
评“破难先锋”团队及个人、各级
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和奖
状、“工人先锋号”等，以此促进参
赛项目间的比学赶帮超，推动竞
赛画好“路线图”、跑出“加速度”、
晒出“成绩单”、奋力写好“民生答
卷”。

红五月 颂劳动

用实干精神擦亮“重要窗口”
平湖全域推进民生共享工程立功竞赛

11项“硬核”举措直击问需
奉化全方位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平阳：

劳模工匠志愿服务援鄂英雄

劳模工匠志愿者在援鄂英雄周炜栋家维修灯具。

建德：

“最美抗疫职工”
受表彰

松阳：

名师带徒传承薪火

潮城工匠志愿服务队
授旗出征！

“唯有劳动和奋斗的人生
才是幸福的人生”
说说你眼中的劳动精神！

本报讯 通讯员虞萧霖报
道 在舟山普陀区各级工会
中，有着不少优秀的工会主
席，他们热爱本职、贴近职工、
工作出色、经验丰富，用自己
的实际言行诠释着“娘家人”
的本质含义。为充分发挥工
会主席的带头引领作用，普陀
区总工会组织开展“红五月”
系列活动——“工会主席来讲
课”，让工会主席分享自身的
工作经验和学习体会，讲亮
点、谈方法、谋发展，引导职工
爱岗敬业，助力企业持续发
展。

日前，浙江飞鲸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的沈明
杰主席，作为区总工会兼职副
主席、省级劳模获得者，自告
奋勇开讲活动第一课。在展
茅街道总工会的积极组织配
合下，浙江融创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舟山市嘉誉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等十余家企业的管理
层、职工代表近五十人参与听
课。

“工会的生命力根植于广

大职工之中”这是沈明杰15
年工会工作的心得。他在讲
课中分享了企业的发展历程、
如何当好一名基层工会主席、
如何将工会工作融入企业发
展等内容。生动风趣地将一
个个鲜活的事例展示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工会到底是干什
么的以及怎样做好工会工
作。课后，大家还一同参观了
飞鲸公司的职工之家、文化礼
堂、职工活动室等。

“很震撼，很有感触，原来
工会工作可以这样做，做好工
会工作对企业发展还有这样
大的帮助。”浙江融创食品工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剑宏在
听完课后表示。短短一堂课，
朴实的语言，实打实的经验之
谈，带给大家的却是不一样的
感触和启发。

普陀区总工会的“工会主
席来讲课”活动将继续挖掘基
层工会干部队伍中的优秀人
才，以丰富多样、健康向上的
形式凝聚广大职工互促共进，
砥砺前行。

普陀：

“工会主席来讲课”
开讲第一课

省劳模、“浙江工匠”曹世亮与徒弟签订师徒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