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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恰逢南京解放70周年。70年来，南京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壮大、素质日益提高、先进性不断增
强，为南京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先后产生了各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2万余名，涌现出周阿庆、斯霞、胡长龄和
朱爱华、程军荣、杨瑞清等不同时期富有时代特征和较大影响力的突出典型。他们当中，有岗位成才的产业工人，也有勇攀高
峰的科技人员，有敢闯新路的改革创新者，也有精心钻研技术的行业领军人。他们用奋斗的姿态，生动诠释了劳动光荣、知识
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他们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凝聚起建设新南京、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工会是党和政府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过去一年来，全市工会在南京市委和省总工会的领导下，围绕年度重点工
作，以新思想武装头脑、狠抓落实，以新精神引领实践、着力提高，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以主人翁姿态投身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高质量建设“强富美高”新南京的新征程，工会事业取得新成绩新进展新突破。

2019年南京市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运动会开幕式在江宁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

南 京 市
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市总
工会主席张
一新宣布开
幕。

全市首列劳模主题地铁专列在 4 号线开
启，提升劳模精神的影响力、感召力。

创新做好全总货车司机等“八大群体”入
会集中行动试点。

南京市总工会与全总文工团成功承办
全国首届职工春晚。

南京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集体协商春
季要约行动。

“春风送岗”大型综合招聘活动举行，全市
工会2019年“就业援助月”拉开帷幕。

南京市总工会“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职工文化回眸”活动成功举办。

2019年2月25日，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对南京
市总工会进行走访调研。

南京市总工会十六届十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张一新为南京市总工会主席。

旗帜鲜明讲政治旗帜鲜明讲政治
牢牢把握正确方向牢牢把握正确方向

2018年，南京工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实现良好开局。全市各级工会、广大职
工群众进一步坚定信心、积极投身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征程。中国工会十七
大召开后，南京市总工会和各级工会迅速行
动，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习宣传贯
彻活动，第一时间把党中央对工人阶级和工
会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传递到基层。

同时，紧紧围绕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
桥梁纽带作用，通过演讲比赛、视频展示、故
事分享、文明创建、志愿服务等多种载体，深
入开展“中国梦·劳动美”、“网聚职工正能
量·争做中国好网民”、女职工“一封家书”征
集等主题教育活动，举办30场“激情广场”职
工文化系列活动。制定实施职工思想文化
建设推进考核办法，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创建5个全国职工书屋示范
点、8个省级职工书屋示范点。与全总文工
团、中国职工音乐家协会开启战略合作，成
功举办《放歌新时代》全国首届职工春晚，在
广大职工中引发热烈反响与共鸣。

聚焦发展高质量聚焦发展高质量
组织职工建功新时代组织职工建功新时代

劳模精神引领时代新风。首次联合对
市劳模进行推荐命名，首次选树台湾籍劳
模、打造劳模地铁专列。在2018和2019庆
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市领导和市总
领导分别为446名市劳模和第二批、第三批
十大“南京工匠”颁奖。精心拍摄劳模专题
片，以强大宣传声势营造学习劳模、崇尚劳
模的浓厚氛围。全市工会新创建30个市级
劳模创新工作室、40个市级职工创新工作
室，荣获1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状”、4个“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3个“全国工人先锋号”和
68个省五一奖荣誉称号。今年，市总工会授
予28家单位“南京市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
号，100名个人“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荣誉
称号，100个集体“南京市工人先锋号”荣誉
称号。为广大职工树立了一大批新的学习
榜样。

工匠选树影响显著扩大。充分发挥
职工群众主体作用，在全市掀起寻找
工匠人物、学习工匠精神的热潮。
采用比赛和推荐相结合的方式，
精心组织“南京工匠”选树活
动。发挥工匠引领示范作用，
组建13个专业技术委员会，
集聚近百名行业专家和领军
人才为职工服务。组织工匠
精神进校园、进企业、进开发
区系列传承活动，进一步扩
大“南京工匠”品牌辐射效应。

劳动技能竞赛提质增
效。2018年，全市职工劳动竞赛
覆盖各重点工程、民生工程和重大
产业项目，深入各个行业和各类企
业，凝聚起建设新南京的恢宏伟

力，形成了建功新时代的蓬勃大潮，全省重
点竞赛项目南京长江大桥维修改造工程等
一大批标志性重点工程、关键性民生工程和
重大产业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在成功承
办“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第六届全国职
工职业技能大赛”钳工、网络与信息安全管
理员决赛的同时，成功举办了92场市级职业
（行业）技能竞赛，30多万名职工直接参与，
1.3万人晋升技能等级，城市技能人才队伍
扩容升级，区域创新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
围绕南京创新名城和“4+4+1”主导产业体
系建设，劳动技能竞赛彰显了新时代劳动竞
赛的新价值、新成效。2017~2018年度，南
京市总工会、市科学技术局、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联合组织开展了第三届“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立功竞赛，产生10家创新先进
单位、9家创业先进单位；10名创新先进个
人、10名创业先进个人等。4月12日，2019
年南京市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运动会开幕
式在江宁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市总工会
首次采用运动会的形式开展全市劳动和技
能竞赛，将劳动竞赛和职工职业(行业)技能
大赛有效融合，参赛面拓宽。

顺应职工新期待顺应职工新期待
服务职工多样化需求服务职工多样化需求

服务职工领域不断拓展。针对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对职工队伍的深刻影响，着力服
务职工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全年组织下岗
失业人员、大学生等技能培训7126人次，安
置就业3100人次。开展职工创业培训958
人次，发放创业小额贷款 316笔、5500 万
元。新增市级职工互助会员4.1万人次，支
付互助保障3204万元，惠及1.7万人次。发
展102家服务机构作为工会会员服务平台
合作伙伴，新增3000多个服务网点。组织
400多名劳模和近2000名一线职工参加疗
休养，保障和促进了职工身心健康。市工人
文化宫平稳搬迁过渡，新宫建设完成桩基工
程和功能设计，顺利进入施工阶段。

困难职工帮扶有序推进。紧紧围绕打
赢脱贫攻坚战，高度关注转岗安置职工、城
市困难职工、农民工等群体，全市筹集送温
暖资金4000余万元，惠及职工5万多人。成

立南京市宁工爱心救助基金
会，争取市政府专项资金

2000万元，发动社会和爱心企业捐赠，显著
提升了帮扶救助能力。全额资助104名农
民工接受专科学历教育，帮助1000名农民
工接受技能提升培训，开展关爱外来工子女

“志愿助教行”、困难职工“健康行”、城市建
设“一线行”等活动。

职工维权工作持续深化。围绕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展社会矛盾和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建立55个全国劳动关系监测
点。广泛组织“安康杯”竞赛、“安全隐患随
手拍”等群众性安全生产活动，4000多家单
位、5000多个班组、近10万名职工踊跃参
与。省市联动开展集体协商要约行动，召开
区域性集体协商现场观摩会。加强集体协
商指导员队伍建设，在全省率先成立市、区
两级指导员工作站（室）。积极探索非公企
业、中小微企业实施民主管理的新途径。全
年办理职工法律援助案件423件，挽回经济
损失1600万元，市总在全总“中彩金”法律
援助培训班上作经验交流。建立关爱女职
工社会化运作新模式，新建113家“爱心母婴
室”，提前超额完成三年目标任务，省总在南
京召开全省现场推进会推广经验。

工会思想再解放工会思想再解放
改革创新向纵深发展改革创新向纵深发展

高标准开展解放思想大学习大讨论大
调研活动，举办“影像写华章·建功新时代”
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职工文化活动。按照
要求，牵头起草《新时代南京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提交市委深改领导小
组审议。推进落实《市总工会部分直属工会
组织体系改革调整实施意见》，进一步改进
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全面提升工会智能
化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制定《南京工会网上
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录入会员信息176万
条，手机App绑定注册21万人，网上办公、
网上服务取得新成效，“互联网+”职工普惠
服务被省总评为“全省工会促进职工创业创
新富民增收示范项目”。同时，区总工会改

革稳步实施。
基层工会建设持续加强。深入外资企业

开展调研，就加强外资企业工会建设召开现
场推进会并制定实施意见。开展民营企业工
会建设督促检查，编印《民营企业工会工作手
册》。总结交流近年来街（镇）工会建设取得
的经验，召开集中汇报交流会，选树了20家
先进街（镇）工会。抓好重点领域、重点人群
的建会入会工作，创新做好全总货车司机等

“八大群体”入会集中行动试点工作，在全总
召开的现场经验交流会上受到表扬。完善工
会协理员聘用管理和薪酬办法，新招录协理
员46人，基层工作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

新时代的画卷已经展开，新时代的征程
已经开启。2019年2月25日，省委常委、南
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在南京市总工会调研时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的群团工作和工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
终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保持正确政治
方向，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改革创新、积极作为，团结动员广大职工群
众在高质量建设“强富美高”新南京中建功
立业。4月28日，南京市召开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大会。在会前会见劳模先进代表
时，张敬华对工会工作又提出希望和要求。

奋进新时代豪情满怀，担当新使命重任
在肩。2019年3月22日，南京市总工会召
开第十六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选举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一新为南京市
总工会主席。张一新强调，各级工会组织和
广大工会干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原有良好工作基础
上，按照党的十九大和中国工会十七大确立
的各项目标任务，忠诚履职、扎实工作，努力
谱写南京工会工作和工运事业创新发展的
新篇章。团结动员全市广大职工建功新时
代，以推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质
量建设“强富美高”新南京的优异成绩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撰稿 何玄梅 侍春欣 朱波 摄影 胡晓东

2019 年南京市
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大会昨日在南
京 人 民 大 会 堂 举
行。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张敬华在会
前会见了劳模先进
代表，市长蓝绍敏、
市委副书记沈文祖
参加会见。

围绕南京创新名城和主导产业体系建设，
劳动技能竞赛彰显新时代劳动竞赛的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