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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总工会拟授予2018~2019年建设“两美”浙江重点工程立功竞赛先进集体和个人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五一劳动奖章、工人先锋号称号。为进一步
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公示拟授予名单，公示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至7月6日。若对公示对象有不同意见，请于7月6日17时前通过电话、邮箱、
传真等形式与我们联系。希望客观公正地反映问题，提倡实名举报。省总工会联系电话：0571-85119535、85113282，传真：0571-85114474，邮箱：zjjjb51@
163.com，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联系电话：0571-87056324。

浙江省总工会
2020年6月30日

一、拟授予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名单

公 示

德清县杭绕高速有限公司。所在参赛项目：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复线湖州段工程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所在参赛项目：宁波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
宁波北仑第一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所在参赛项目：浙江省海港集团项目

嘉兴秀洲光伏小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所在参赛项目：秀洲光伏小镇
浙江丽水瓯江风情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所在参赛项目：莲都古堰画乡小镇

二、拟授予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名单
张雪锋，男，汉族，1979年10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杭州都市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复线杭绍段
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主持工作），高级工
程师。所在参赛项目：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复
线杭绍段工程

王强，男，汉族，1977年12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本科学历，浙江临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浙江建金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征迁处副处
长（主持工作），高级工程师。所在参赛项目：建
德至金华高速公路工程

戴君健，男，汉族，1974年9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本科学历，台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所在参赛项目：鄞州至玉环公路
椒江洪家至温岭城东段公路工程

何自平，男，汉族，1976年12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中铁四局集团第二工程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工程师、一级建造师。所在参
赛项目：杭州至海宁城际铁路工程

潘济，男，汉族，1986年1月出生，中共党
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温州瓯江口大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所在参赛项目：温州瓯
江北口大桥工程

陈云飞，男，汉族，1980年9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本科学历，绍兴市柯桥区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质量安全部经理，高级工程师、注册安
全师。所在参赛项目：杭州至绍兴城际铁路工
程

姚耀明，男，汉族，1974年8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本科学历，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建
设部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所在参赛项
目：国网500千伏和220千伏输变电工程

裘志坚，男，汉族，1973年 12月出生，中
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建设管理部部长，高级
工程师。所在参赛项目：杭州地铁5号6号线

一期工程
王堃，男，汉族，1981年7月出生，中共党

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公
司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工程师。所在参赛项目：
浙能天然气“县县通”工程

黄海森，男，汉族，1991年8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专科学历，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维修机工，助理工程师、钳工技
师。所在参赛项目：宁波杭州湾产业集聚区
项目

凌再申，男，汉族，1979年8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本科学历，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炼

油三部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主持工作），高级
工程师。所在参赛项目：镇海炼化国六油品升
级项目

唐骁，男，汉族，1990年7月出生，群众，大
学本科学历，浙江缙云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
部项目管理人员，工程师、注册一级建造师。所
在参赛项目：缙云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赵梁杰，男，汉族，1980年3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本科学历，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金融
工作办公室党组成员、宁波市鄞州区金融发展
服务中心主任。所在参赛项目：鄞州四明金融
小镇

三、拟授予浙江省工人先锋号名单
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艮山快

速路暨综合管廊建设指挥部。所在参赛项目：
艮山路提升改造（彭埠立交-东湖路）工程

杭州市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千黄三标预
制场蔡新喜班组。所在参赛项目：溧阳至宁德
国家高速公路淳安段工程

杭州市地铁集团工程一部。所在参赛项
目：杭州地铁5号6号线一期工程

宁波市水库群联网联调(西线)工程指挥部
工程管理部。所在参赛项目：宁波市水库群联
网联调工程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温州瓯江北
口大桥工程土建三标南塔塔柱施工班组。所在
参赛项目：温州瓯江北口大桥工程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温州瓯江北
口大桥工程土建二标钢梁吊装班组。所在参赛
项目：温州瓯江北口大桥工程

湖北中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局杭州
至海宁城际铁路工程第三标段邻既有线施工班
组。所在参赛项目：杭州至海宁城际铁路工程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至海宁城际
铁路工程第十二标段箱梁施工班组。所在参赛

项目：杭州至海宁城际铁路工程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绕城高速

公路西复线湖州段工程扩容2标1#水稳施工班
组。所在参赛项目：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复线
湖州段工程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绕城高速公
路西复线湖州段工程联络线段1标东苕溪主桥
架子队。所在参赛项目：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
复线湖州段工程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至绍兴城际
铁路工程土建SG-1标段牛头山1号隧道右线
衬砌班组。所在参赛项目：杭州至绍兴城际铁
路工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至绍兴城际铁
路工程土建SG-3标段笛扬路站主体结构劳务
班组。所在参赛项目：杭州至绍兴城际铁路工程

浙江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市政桥梁班
组。所在参赛项目：“义新欧”国内物流示范园
工程

义乌市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公路港项目
组。所在参赛项目：“义新欧”国内物流示范园
工程

中交二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鄞州至玉环
公路椒江洪家至温岭城东段公路工程TJ03标
桥面系施工班组。所在参赛项目：鄞州至玉环
公路椒江洪家至温岭城东段公路工程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鄞州至玉环
公路椒江洪家至温岭城东段公路工程TJ01标
数字化钢筋焊接班组。所在参赛项目：鄞州至
玉环公路椒江洪家至温岭城东段公路工程

台州市滨海水务有限公司政策处理科。所
在参赛项目：台州市引水工程

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台州市引水
工程管线下游二标段顶管施工班组。所在参赛
项目：台州市引水工程

中浙高铁轴承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所在
参赛项目：中浙高铁轴承有限公司高端精密轴
承产业化工程

浙江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大坝混凝土施
工班组。所在参赛项目：浙江省好溪水利枢纽
潜明水库一期工程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浙江省建德
至金华高速公路工程TJ2标路面直属队。所在
参赛项目：建德至金华高速公路工程

浙江公路水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建
德至金华高速公路工程JL2监理办。所在参赛
项目：建德至金华高速公路工程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杭州绕城高速
公路西复线杭绍段工程TJ01奇坑隧道砺剑施
工班组。所在参赛项目：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
复线杭绍段工程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绕城高速
公路西复线杭绍段工程TJ05标方家井水稳班
组。所在参赛项目：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复线
杭绍段工程

浙江鼎盛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杭州绕城高速
公路西复线杭绍段工程TJ02标桥梁下部结构
钢筋班组。所在参赛项目：杭州绕城高速公路
西复线杭绍段工程

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前期工作办公
室。所在参赛项目：浙能天然气“县县通”工程

浙江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所
在参赛项目：浙能天然气“县县通”工程

浙江大有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杭州浪川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项目部。所在参赛项目：
国网500千伏和220千伏输变电工程

金华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电缆分公司。所
在参赛项目：国网500千伏和220千伏输变电工
程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化工部煤焦制氢
一班。所在参赛项目：镇海炼化国六油品升级
项目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炼油五部渣油加
氢一班。所在参赛项目：镇海炼化国六油品升
级项目

温州金洋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机械维修
班。所在参赛项目：浙江省海港集团项目

宁波杭州湾新区引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宁
波至杭州湾新区引水工程项目管理部。所在参
赛项目：宁波杭州湾产业集聚区项目

浙江万厦建设有限公司钢筋班组。所在参
赛项目：江山健盛产业园项目

中国银行宁波市鄞州分行综合管理部。所
在参赛项目：鄞州四明金融小镇

海宁皮革时尚小镇工程部。所在参赛项
目：海宁皮革时尚小镇

丽水市莲都区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程
建设部。所在参赛项目：莲都古堰画乡小镇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
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面
貌焕然一新。99年来，中国共产
党初心不改，以人民至上的价值
理念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展现
出计利天下的国际胸怀。

2020年是中国共产党99周
年华诞，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众志成
城，克服挑战，坚定向宏伟目标奋
进，并在世界舞台上贡献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中国负
责任大国的担当。

人民至上 克服挑战谋求幸福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
就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
命。中国共产党成立99年的历
史，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的历
史——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法塔赫）中央委员、阿拉伯关系
和中国事务部部长阿巴斯·扎基
如是说。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不

懈奋斗，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伊
拉克共产党总书记、前科技部长
拉伊德·法赫米这样评论：中国共
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
念、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

时光进入2020年，突如其来
的新冠疫情带来严峻挑战。世界
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筑起抗疫钢铁长城，谱写了人民
至上、紧紧依靠人民的战“疫”篇
章。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老
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京培·蒙昂维莱表达了他的观感：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经过新冠疫情淬炼，中国共
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本色进一步
彰显。”

这场战“疫”是党和国家推进
治理能力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国
行动，世界瞩目。

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古纳
塞克拉认为，中国领导人果断动
用一切资源和手段，有效控制了
疫情蔓延，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为
人类事业做出的贡献深表赞赏和
钦佩。

东帝汶重建全国大会党主席

夏纳纳和总书记黎发芳联名致函
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场
抗疫行动成为将人民福祉置于最
优先位置的生动写照。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之际，中国将打赢脱贫攻坚战，为
全球减贫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依靠
正确决策和坚决执行，非洲国家
也可以摆脱贫困——肯尼亚执政
党朱比利党总书记拉斐尔·图朱
这样评论。

中国共产党迎来99周年华
诞，这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打
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
承诺。

对此，扎基表示，尽管新冠疫
情为中国实现脱贫目标带来新挑
战，但中国依然坚持这一目标。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中国
将提前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
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时间
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

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当今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

国共产党的智慧和领导发挥了重
要作用。”埃及共产党总书记萨拉
赫·阿兹利说，中国共产党以中国
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制定
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计划，让中
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世
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阿兹利表示，中国的减贫成
就证明，中国共产党时刻努力为
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帮助他们
实现梦想，是他们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原因。”

和合共生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
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始
终把自身发展寓于世界发展潮流
之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肩负大国担当——这是古巴国际
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何塞·
罗瓦伊纳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印
象。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全
球公共卫生危机、经济严重衰退
等挑战面前，中国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社会携手
抗疫、共克时艰，促进世界经济稳
定，推进全球治理，维护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展现负责任大
国的担当，为世界带来信心和力
量。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主席久加诺夫表示，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取
得抗疫斗争的重要成果，中国
还积极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
情，以实际行动印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

多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
长贡献率超过 30%，成为推动
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
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解
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

对此，阿兹利评论说：中国共
产党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还通
过“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发展
贡献智慧，中国开展的国际合作
是和平、互利的。图朱表示，中国
作为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正
用行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昨日，记者在杭州火车南
站看到，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做
最后的开通运营准备。据悉，
总投资46.1亿元，总建筑面积
为 26.8 万平方米，历时 7 年时
间改扩建的杭州火车南站，将
于 7 月 1 日正式开通运营，是
目前杭州钱塘江南岸唯一一
座客运火车站，备受广大市民
的关注。

杭州南站开通运营初期，
停靠办理客运业务的旅客列
车为 63 对，其中普速列车 39

对、动车组列车 20 对（包含集
动车 6 对）、市域列车 4 对，途
经沪昆高铁杭长段、杭甬高
铁、沪昆铁路、萧甬铁路等，通
达列车覆盖宁波、金华、上海
等方向，将成为杭长、杭甬高
铁的主要节点站。

未来，杭州火车南站将
与杭州站、杭州东站、杭州西
站、江东站、机场站一起，形
成“一轴两翼六客站”高铁网
络。

记者邹伟锋 摄

人民至上 计利天下
——中国共产党99周年华诞的世界印象

（上接第1版）
我省持续抓好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工作，根据风险因素和
行业特性，动态推进“应检尽
检”。4 月 8 日至 6 月 28 日，由
政府组织的重点地区、重点人
群核酸检测人数为 335.8 万人。
6 月 1日以来，全省医疗卫生机
构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平均每天
核酸检测人数达7.6万人。为适
应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要求，我省
不断提高实验室检测能力和效
率，目前最高日检测能力达 26

万份，确保核酸检测报告在 12
小时内出具。

新冠病毒感染有极强的潜
伏性，对按规定需要隔离医学观
察人员，我省严格进行2次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1次血清抗体检
测。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如出现
发热等异常症状，立即转送定点
医疗机构进行诊治。同时，加强
中高风险地区来浙返浙人员信
息核查和登记管理，落实个人报
告承诺制度。

为有效防止境外疫情输入，

又切实满足船员换班合理需
求，我省落实沿海属地责任，加
快中国籍船员换班审批速度，
严格落实无特殊情况抵港48小
时内完成换班申请上岸要求。
4 月 1 日以来，全省累计完成
829 艘次、10012 名船员换班，
日均换班112人，受检换班船员
未发现相关病例。为确保疫情
防控无“死角”，我省在对换班
下船船员开展核酸检测的同
时，对所有抵港船修船舶、远洋
渔船等在船船员也实行全员检

测，确认无异常情况后再安排
离港或船修。

由于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
经济严重衰退，不少企业面临生
产经营困难。我省下大力气减
轻企业负担，落实好中央扶持小
微企业减税降费措施，将减免小
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对小微企业
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对中小微企业
免征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
缴费等优惠政策，一并延长到今
年年底。同时，将降低工商业电

价 5%的政策延长到今年年底，
将降低企业到户水价、气价10%
的政策延长到今年9月底，对今
年7月 1日至12月 31日水资源
费、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按规定
标准的80%收取。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趋
稳，针对备受关心的赛事恢复工
作，省体育局明确：国际性体育
赛事、跨省际举办的大型体育赛
事和全省性的马拉松暂不恢复
办；其他赛事严格按相关规定
办。

杭州火车南站
来了！

图为1.2万平方米、可容纳1.3万余人的进站层候车大厅。

图为南站西广场工作人员正在清扫地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