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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基层蹲点
“当一周工人、体工会初心”

见习记者李凡报道 不久前，
地处余杭经济开发区的贝达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2021年“全
国五一劳动奖状”，成为今年杭州
市唯一一家获此荣誉的集体。他
们的成功秘籍究竟是什么？省总
工会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暨2021
年“当一周工人、体工会初心”活动
第三期第三小组的成员们近日来
到了贝达药业，通过一线劳动、职
工走访、企业座谈等形式寻找答
案。

在贝达药业科技感十足的制
剂车间，组员们一边“全副武装”地
跟着资深职工学习劳动，一边了解
职工对工会的看法。“公司工会每
年举行职代会，我们提的合理建议
都能得到切实反馈，落实了民主参

与、民主管理的渠道；在权益保障
上，公司工会也在工资集体协商上
取得了实效，每年我们的工资都能
有5%-20%的增长幅度。”制造一
部陈艳雅说。

下班后，组员们深入到职工
群众中，和他们促膝长谈。90后
年轻组员周啁发现，和自己年纪
相仿的年轻职工在贝达药业比比
皆是。年轻人的话题离不开“成
长”。贝达药业如何实现年轻职
工对未来成长的预期呢？周啁了
解到，贝达药业公司工会为职工
提供了多种成长渠道，不仅有层
层递进的雏鹰、飞鹰、雄鹰和精鹰
能力培育计划，也有助推产业工
人队伍素质提升的管理、技术双
通道……

“我就是从雏鹰成长为精鹰
的。”2010年进贝达药业的高娅琴
如今已是公司的质量工程师，她通
过参与公司工会组织的技能竞赛
成长成才的事迹也激励了很多年
轻职工。她在2018年就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今年又入选了新时
代浙江工匠培养项目人员名单。

在企业座谈会上，职工代表胡
艳丽提到了贝达药业对员工家庭
的重视和关心：“每年公司工会都
会举办家庭日、家庭游活动，为职
工家庭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设施，鼓励职工平衡好工作和生
活，同时也让职工家属放心。”

没有职工小家的和谐美满，就
没有企业大家的蒸蒸日上。组员
陈夏对这种企业和职工荣辱与共
的凝聚力深有体会，他了解到职工
们对“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这一集
体荣誉的高度认可，同时也发现贝
达药业公司工会给每位职工都准
备了一个纪念礼品，以铭记这个由
全体职工汗水与智慧凝聚而成的
荣誉。“能结出这颗硕果，公司工会

功不可没。”陈夏说。
从职工中来，到职工中去，在

贝达药业当了一周工人，组员们的
心中有了答案。“和谐的劳动关系、
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高质量的发展
格局……贝达药业为工会组织充
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提供了一个
鲜活的样本，把职工的成长与企业

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从而真正实
现企业和职工的彼此依靠、彼此成
就。”

这几天，组长严俊正忙着梳理
厚厚的“贝达样本”笔记：“进一步
发展壮大基层工会组织的力量，那
么贝达药业的今天，就将会是很多
企业的明天……”

本报讯 由浙江省企业社
会责任促进会、大韩民国驻上
海总领事馆、浙江省公共政策
研究院等机构联合主办的主题
为“推动CSR建设 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2021中韩企业社会
责任高峰论坛暨浙江省企业社
会责任优秀报告与标杆企业表
彰大会于 5月 29日在杭州举
行。业内专家认为，此次在杭
州市举办中韩企业社会责任高
峰论坛在国内尚属首次，这对
于展示浙江“重要窗口”以及争
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具有
重要意义。

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促进
会是由省经信厅支持成立的社
会组织。5年以来，促进会在培
育浙江企业责任意识、塑造浙
江企业责任标杆、展示浙江企
业责任形象方面开展了一系列
工作，由此提升了促进会在长
三角乃至全国的品牌影响力。

今年3月，大韩民国驻上海总领
事馆主动致函促进会，要求共
同开展中韩企业在社会责任建
设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由此推
动浙江企业和在华韩国企业的
社会责任建设，实现高质量发
展。本次论坛，大韩民国驻上
海总领事馆总领事金胜镐，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
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先锋人物梁
晓晖等机构有关负责人与200
多名中韩企业代表会聚一堂，
就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的热点议题和建设经验进行研
讨和分享。

大会表彰了国网浙江省电
力有限公司等单位21份优秀报
告、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等32家单位相关维度2020
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标杆企
业，并启动2021浙江省企业社
会责任优秀企业的评选活动。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近日，由浙江省省部属企事业
工会主办，浙江能源集团工会、
浙江省省部属企事业文体协会
承办，浙能嘉华发电公司协办
的“放歌新时代 唱响新征程”文
艺汇演首场分区比赛——嘉兴
赛区主题歌会在浙能嘉华发电
公司举办。省总工会党组成
员、副主席，省部属企事业工会
主席吴海瑜出席并为获奖选手
颁奖。

“一幅幅一帧帧不能忘却
的画卷，引领着我默默地前行
追寻……”一曲《追寻》将建党
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征程唱得荡

气回肠，同时拉开了此次主题
歌会的演出序幕。

由省部属企事业工会下
属企业工会选送的14名歌手
依次登台、引吭高歌，《骏马奔
驰保边疆》《我和我的祖国》
《在和平的年代》《我们的生活
充满阳光》……一首首脍炙人
口的红歌被激情演绎，选手们
在舞台上大展歌喉，情感真挚
的歌声极富穿透力和感染力，
一首首歌曲表达了对党的无
限忠诚和热爱之情，唱出了对
祖国和民族伟大复兴的祝福，
精彩的演唱博得台下阵阵掌
声。

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
温岭市总工会干部带着 2532 本
书籍，来到新河镇高桥小学、长

屿小学塘岙里校区、塘下小学下
林校区，给千余名新温岭人子女
送去书籍，将党的温暖和工会组

织的关爱送到广大职工及子女
身边。

通讯员林绍禹 摄

本报讯 记者胡翀报道 暖暖
心意、深深祝福。昨日上午，168
份“六一”节礼物被贴上了红色

专用标签送上“专车”，由顺丰快
递小哥统一将它们从绍兴市总
工会发往全市部分困难职工子

女的手中。
该市总工会女工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今年是建党一百
周年，市总工会结合“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在“六一”节
前夕精心准备了价值4万元的
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用于慰
问全市 224 名困难职工子女。
除了通过快递发送，5月31日，
该市总工会还将带着剩余部分
礼物慰问绍兴市聋哑学校的部
分学生。一包学习用品，一封
节日慰问信，带着党的温暖和
工会组织的关爱来到他们身
边。感谢他们的父母立足岗位
辛勤工作，也勉励孩子们孝敬
长辈，刻苦学习，磨练坚强意
志，勇敢面对困难，努力成长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接班人。

本报讯 记者邹伟锋 通讯
员邵晨晨报道 近日，由省总工
会主办，温州市总工会、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洞头区人民政府
承办的2021浙江省职工疗休
养产品设计大赛在温州洞头举
行开幕式。省总工会党组成
员、副主席张卫华，温州市总工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程龙
凤，温州市洞头区委书记林霞
等出席开幕式。

本届省级技能大赛，重点
聚焦更好地发掘全省疗休养资
源，发现和培养一批疗休养产
品设计人才。在为期4天的比
赛中，全省11个市20支代表队
将通过自选目的地疗休养产品
展示、现场创意设计疗休养产
品展示及答辩等内容展开PK。
现场，比赛团队热情高涨，各参
赛团队都细致展示了自选目的
地疗休养产品。

洞头“小洱海”网红打卡
地、半屏山韭菜岙沙滩和七彩

渔村……在现场创意设计疗
休养产品环节，各代表队通过
视频宣传片、宣传图册、实地
考察等方式深入了解洞头疗
休养资源。踩线过后，各参赛
团队分头行动，将结合洞头实
际和我省疗休养特点，为医护
人员、教师等五类职工群体差
异化设计疗休养产品。并通
过PPT、舞台展示等把洞头资
源与比赛内容相结合，展现最
终设计成果。

张卫华表示，省总工会将
疗休养产品设计大赛作为技能
竞赛的一项内容，希望通过大
赛，发现和培养一批疗休养产
品设计人才，进一步提升职工
疗休养产品品质和从业人员技
能水平，更好地推动职工疗休
养产品的设计、出品，更好地满
足职工对疗休养活动的美好期
盼，同时发挥职工疗休养活动
在推动我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中的积极作用。

本报讯 通讯员张燕、余明霞
报道 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宁波舟
山港考察时，部分港区货车司机反
映，货运从业资格证“年审”要回户
籍地办理，非常不便。李克强总理
要求有关部门回应合理诉求，确保
年内解决问题，并叮嘱随行同志，
多听一线工人、个体工商户和小微

企业意见，帮助解决困难。
了解货运司机反映的问题

后，宁波市交通局相关部门立行
立改，立即深入港区码头和企业
一线，组织企业司机开展座谈调
研，精准掌握货运司机特别是省
外司机在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过程
中一系列堵点和症结，逐个分析
原因，科学研究对策，及时向省厅

和交通部提出改进意见建议，并
得到采纳运用。

5月27日，交通运输部“道路
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网址：
http://ysfw.mot.gov.cn）上线试
运行，标志着3天前李克强总理在
宁波舟山港考察时，货运司机现场
反映的从业资格证异地“年审”难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同时，普货、

危货和旅客运输的驾驶员从业资
格证以及车辆道路运输证办理等
事项“跨省通办”问题在此次也得
到一揽子解决。

了解到部分省外司机业务办
理需求强烈，但对新上线的系统操
作不熟练后，该市交通局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审批窗口于5月28日第
一时间派出业务骨干，专程赴宁波

舟山港北三集司码头，为司机们
“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现场
帮办，得到了司机们的肯定和点
赞。司机韩师傅表示：没想到宁波
交通部门效率这么高，态度这么
好，还派人到现场帮忙办理，而且
以后办理从业资格证“年审”，再也
不用每年费钱费力跑回河南老家
了，真是太方便了。

近日，金华车务段缙云西站
迎来了一群特殊的“乘客”——
来自缙云大洋镇幼儿园木栗教
学点的 10 名小朋友。这群可爱
的山里娃在车站工作人员的陪
同下，从缙云西站出发，乘坐高
铁前往丽水，圆梦高铁看世界，
还收到了文具等礼物。

木栗村属于缙云县最边远
的山村，村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
儿童，很少有机会走出大山，大
部分孩子都只在电视里看见过
高铁列车。临近“六一”，缙云西

站与大洋镇幼儿园的老师们不
约而同地想到了要圆孩子们的
高铁梦，便组织开展了“圆梦高
铁 童心看世界”庆“六一”活动，
让孩子们度过一个与众不同的
节日。通讯员庄卫东、李煜俊摄

网上可年审！

宁波货车司机向总理
反映的难题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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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背后的“秘籍”

全副武装的“新工友”在车间劳动。 记者邹伟锋 摄

给千余名民工娃送书籍

孩子，“娘家人”的礼物来了

“六一”节礼物正在装车。

走出大山
圆梦高铁

打造“诗与远方”
的“创意盛宴”

2021浙江省职工疗休养
产品设计大赛开赛

放歌新时代
唱响新征程

省部属企事业工会举办主题歌会

推动CSR建设 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1中韩企业
社会责任高峰论坛

在杭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