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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固本 变革重塑

打造创新创优的品牌工会
周

静

阮向民

惟改革者进，
惟改革者进，
惟创新者强，
惟创新者强
，惟改革创新者胜
惟改革创新者胜。
。在
“两个先行
两个先行”
”新征程中
新征程中，
，如何努力发挥工会组织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如何努力发挥工会组织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对于各级工会来说是一次创新意识
对于各级工会来说是一次创新意识、
、创新能力的深度历练和全面检验
创新能力的深度历练和全面检验。
。
9 月 20 日，第二届全省工会改革创新项目展评活动在平湖举行
第二届全省工会改革创新项目展评活动在平湖举行。
。本届活动参赛项目紧扣助力共同富裕
本届活动参赛项目紧扣助力共同富裕、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和权益保障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和权益保障、
、和谐劳动关系
构建等四大赛道。
构建等四大赛道
。
这些项目中，
这些项目中
，有落实工会政治责任
有落实工会政治责任，
，强化思想引领
强化思想引领，
，探索新时代职工思政工作的新方法
探索新时代职工思政工作的新方法、
、新载体
新载体；
；有围绕中心大局
有围绕中心大局，
，找准关键赛道
找准关键赛道，
，推动“产改
产改”
”等重点工作走深走实的新谋划
等重点工作走深走实的新谋划、
、新经验
新经验；
；有竭
诚服务职工群众，
诚服务职工群众
，
聚焦
“急难愁盼
急难愁盼”
”，
助力共同富裕的新举措、
助力共同富裕的新举措
、新平台
新平台；
；有着眼强基固本
有着眼强基固本，
，突出变革重塑
突出变革重塑，
，推进新业态基层工会建设
推进新业态基层工会建设、
、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等工作的新路径
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等工作的新路径、
、新成果
新成果。
。
在思想引领上扛起“工会责任
工会责任”
”，在助力发展上体现“工会担当
工会担当”
”，在维权服务上提升“工会温度
工会温度”
”，在改革创新上激发“工会动能
工会动能”
”……目前
……目前，
，全省工会正以唯实惟先的工作姿态
全省工会正以唯实惟先的工作姿态、
、善作善成的
工作风范，
工作风范
，
激发助力
“两个先行
两个先行”
”的创新动能
的创新动能。
。

浙江省第二届工会改革创新十佳成果
浙江省第二届工会改革创新十佳成果
平湖市总工会
“虚拟岗位”
帮扶架起困难职工
“连心桥”
针对困难职工家庭中丧失或部
分丧失劳动能力人员难以自救脱困
问题，平湖市总工会在全省首创“虚
拟岗位”帮扶新模式，即面向困难职
工家庭设立
“虚拟岗位”
，
按月支付岗
位待遇。
主要做法是：聚焦数字化改革，
对困难职工进行主动识别、精准分
类，并实施三色动态管理。在此基础

上，发动爱心单位主动认领，双方签
订协议，确定“聘用”关系，每月给予
帮扶待遇。同时，根据受助对象情
况，分别安排力所能及的劳动，加强
对他们的精神安抚和疏导。通过购
买社会组织服务，
为受助对象送去全
方位暖心关怀。
目前，全市已累计推出“虚拟岗
位”1507 个。

浙江省省部属企事业工会
省海港集团创新打造
“全国港口工匠创新联盟”
2019 年底，浙江省海港集团工
会、宁波舟山港集团工会与曹妃甸
港集团工会探索建立了“全国港口
工 匠 创 新 联 盟 ”。 成 立 两 年 来 ，联
盟陆续吸收了上海港等 14 家大型
港 口 加 入 ，并 广 泛 吸 收 企 业、科 研
机 构、高 等 院 校 的 资 源 和 力 量 ，成
为全国首个港口行业跨区域、跨领

域的技术技能创新工作平台及首
批全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试
点项目之一。
集团工会积极构建协同发展格
局，牵头成立了产改试点项目领导小
组，归纳提炼联盟发展愿景、工作方
针、目标定位和任务职能，起草拟订
了规章制度、完成发展规划。

景宁畲族自治县总工会
做强畲乡文化主阵地 助推职工奋进共富路
景宁是全国唯一畲族自治县。
景宁县总工会成立之初，各项条件处
于落后水平。2019 年，文化宫升级
改造，功能恢复，成为了一个集教育
培训、工运展馆等功能于一体的职工
文化中心。

近年来，
景宁县总工会结合畲族
地域特色，
围绕
“阵地主导、
云端输送、
文化直通”三大理念和
“重需求、优管
理、多形式”
三条路径，多措并举提升
职工文化。累计开展 40 多场活动，
780多场课程，
服务职工5万多人次。

湖州市南浔区总工会
先行先试打造提升职工生活品质试点标杆
浙江练市智能机电高新技术园
区位于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2021
年入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升职工生
活品质试点。
南浔区以
“三个聚焦”为导向，
牵
引试点工作系统谋划；以实施阵地能
级跃升、职工成长成才、暖心
“关键小

事”
、幸福企业
“四大工程”
为抓手，赋
能全总工作提质增效；探索推行共富
基金、共享优享、以技提薪、数字化推
进
“四大机制”
，推动试点工作迭代升
级。
目前该园区内多个企业获省级
以上工会工作荣誉。

台州市椒江区总工会
“十匠”共筑
“工匠之城”
椒江区总工会积极探索，以“十
匠”为核心致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助推台州民营经济再创新辉煌。
搭建成长阶梯，铸牢“匠城”根
基。以“育匠人、比匠艺、评匠师”为
抓手，设立全市首家工匠学院和 6 家
企业分院，
开展技能培训；
开展
“百业
百匠百场技能比武”
；创新实施
“四级
匠师”评定。

杭州市总工会
探索把新就业形态工会建在
“爱心驿家”
上
弘扬工匠精神，涵养“匠城”底
蕴。以“暖匠心、编匠书、谱匠曲、展
匠影”为载体，
编辑出版相关书籍、原
创工匠歌曲、拍摄工匠题材微电影，
实施“十大关爱工程”。率先实施技
能人才股权激励计划。
激发创新动能，助力“匠城”制
造。在全区设立高技能人才工作室
和工匠馆 50 家。

东阳市总工会
打好
“四张创新牌”赋能新业态从业者
今年 8 月，东阳市振兴路地摊经
济联合工会成立两周年。作为全国
首创，这家新业态工会聚焦地摊经济
从业者
“急难愁盼”
，打好多维贯通的
“四张创新牌”
。
为了让从业者有依靠，该工会从
组织形式、组织对象、组织内容三方
面进行创新，把地摊经济从业者纳入

工会管理。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建立
“五位一体”关爱帮扶新模式。举办
多元公益培训；着力解决用水、用电、
食品安全问题，扭转地摊经济“脏乱
差”面貌；积极结对磐安县玉山镇，促
进共建共富。组建工会志愿者服务
队，创建工人先锋岗，优化社会基层
治理。

宁波市总工会
“三化”模式助推产业工人迈上成长成才“快车道”
宁波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通过系统
化、标准化、特色化
“三化”
模式，
助推
产业工人迈上成长成才
“快车道”。
全省首创区县“5 个百分百”推
进机制、
“ 三定三互”工作机制、纪检

组推动机制、市委专项督查机制、
“三
看三补”
工作机制，实施清单式指引、
指数式定标、项目式推动、分类式管
理、典型式引领。
宁波市技能劳动者总量 201.16
万，其中高技能人才占比超过 33%。

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杭州市总工会先行先试，创新组建方
式，以仁和路职工服务中心“爱心驿
家”为依托，联合上城区湖滨街道，试
点建立新业态联合工会，并在全市域
范围内推广。通过工会丰富的阵地
资源和服务项目，把零散的、没有依
托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组织起来、凝

聚起来，
有效解决新就业形态工会建
在哪里的问题。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
新业态联合
工会建在“爱心驿家”的工作模式已
日趋成熟，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全
市建成各类新业态联合工会 69 家，
发展零散灵活就业新业态会员
15435 人。

省建设建材工会
浙江一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讲堂
凝聚重大项目高质量建设强大思想动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讲堂是
浙江一建工会开设的项目一线特色
思政课堂，旨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与职工思政教育、项目生产经
营、基层工会工作、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关爱建筑工人深度融合，在工人
群体中形成思想共识，凝聚强大合
力。
近年来，
大讲堂以项目工会小组

为依托，
以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仓前
校区改扩建工程项目为试点，
逐步推
广至各个重点重大项目。
目前，从社院项目走出来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大讲堂已形成了一
套可参考、可复制的工会工作经验，
以点带面地在浙江一建各项目落地
生根，让基层工会思政课堂从“有形
覆盖”向
“有效覆盖”
迈进。

温州市总工会
“产业工人成长在线”打造技能人才全周期培育体系
温州市总工会围绕产业工人成
长过程打造多元评价、跨场景应用
的数字服务平台，推动线上数据要
素与线下资源要素高效协同，构建
一体化产业工人成长精准服务应
用。
聚焦“职工技能+能力画像”，数
据化记录职工技能水平，构建职工职

业成长数字图谱；
聚焦“企业评价+技能大脑”，探
索人岗匹配新模式，
推进企业人才能
力数字化管理；
聚焦“社会激励+平台赋能”，打
造技能竞赛智慧平台，全国首创“三
系统、双平台”互联网+新型职业技
能竞赛模式。

浙江省第二届工会改革创新优秀成果

舟山市总工会
岛际一体构建海岛特色劳动争议多
元化解新格局
天台县总工会
企业工会指导员“三重保障”助力经
济稳进提质

三门县总工会
七彩联盟涉农工会，
拼出共富七巧板
绍兴市越城区总工会
“八字桥”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平台，擦
亮新时代
“枫桥经验”金名片
宁波市总工会
倾情打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幸福

娘家”
宁波市北仑区总工会
打造产业工人全链条“强技共富”体
系
安吉县总工会
构建“15830”产业工人队伍思想政治
建设工作体系

温州市瓯海区总工会
创新打造
“工享家”工会服务品牌
乐清市总工会
共建幸福社区，共奔共富之路
绍兴市总工会
劳动创造幸福，唱响共富路上“最强
音”

（本版图片由浙江省总工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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