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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首届大国工匠创新
交流大会27日上午在京开幕。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大会的举办
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在“五一”国际
劳动节到来之际，代表党中央向广
大技能人才和劳动模范致以诚挚的
问候，向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的
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技术工
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
的重要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
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适应当今世界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勤学苦
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

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
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化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重视发挥技术工
人队伍作用，使他们的创新才智充分
涌流。

大会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
明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讲话。

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由中
华全国总工会主办，主题为“技能强
国，创新有我”，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展
示以大国工匠为代表的广大职工的精
湛技能和创新成果，为广大高技能人
才搭建交流平台。

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举办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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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广大技能人才和劳动模范致以诚挚问候 向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

新华社电 习近平致首届大国工匠
创新交流大会的贺信

值此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召
开之际，我向大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
贺！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我国工人阶
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适应当今
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勤
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
先，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
慧和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化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重视发挥技
术工人队伍作用，使他们的创新才智
充分涌流。

“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我代
表党中央，向广大技能人才和劳动模范
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广大劳动群众致以
节日的祝贺！

习近平
2022年4月27日

习近平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贺信

本报讯（记者 谢丹娜）记者从省总
工会27日下午召开的“五一”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2022年江苏全国和省五一劳
动奖、工人先锋号全部产生。今年的评
选进一步向产业工人和农民工倾斜，优
先推荐具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和优
秀技术工人。

据省总工会副主席王树华介绍，经过
基层推荐、群众评议、逐级审核、社会公示，
全省共评选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状9个、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54个（含单列表彰8个）、
全国工人先锋号40个，省五一劳动奖状
145个、省五一劳动奖章255个、省五一劳
动荣誉奖章37个、省工人先锋号548个。

今年五一劳动奖评选继续坚持面向基
层一线，注重推荐在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中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评选名
额进一步向产业工人和农民工倾斜，优先
推荐具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和优秀技
术工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单列表彰的8
人为第七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前三
名选手和全国总工会参与主办的一类大
赛决赛第一名选手；评选出的46人里，有
产业工人18人，占39.1%，具有中级以上
技术职称38人，获得省级以上科学技术
奖励4人。省五一劳动奖章中，产业工人
106人，占41.6%；其他一线职工和专业技
术人员66人，占25.9%；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1人、省科学技术奖4人、其他系统
科技奖2人，各级各类技能竞赛成绩优异
者11人。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省产业工人的主
体，今年的五一劳动奖评选重视选树农民
工先进典型，明确要求农民工人选比例不
得低于10%。今年我省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中有农民工9人，占19.6%；省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有农民工37人，占
14.5%。

推荐评选对象涵盖我省农业、制造业、
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等多个行业，既有
传统行业，也有新兴产业，具有广泛的代表
性，体现了先进性。据统计，非公企业及其
职工在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和工人先
锋号中的比例分别占78%、54%、53%，在
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和工人先锋号中的
比例分别占44.8%、42.4%、41.6%，均超出
了规定的比例要求。

省总工会还对支持我省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作出
贡献的外籍友人给予表彰，向37人颁发江
苏省五一劳动荣誉奖章，他们来自爱尔兰、
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巴西、波兰、德国、俄
罗斯等19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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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丹娜）由省委宣传
部、省文明办、省总工会联合在全省职工
中组织开展的第十九届“江苏省十佳文
明职工”推选昨日揭晓。

据介绍，推选活动得到了基层企事业
单位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各设区市和
省各产业在广泛发动的基础上共推荐了59
名“十佳文明职工”候选人。候选人以在平
凡岗位上做出优异成绩的一线职工、普通
劳动者为主，其中产业工人占到半数以
上。此次推选注重在青年职工、非公企业
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选树先进典型。

推选活动办公室从59名候选人中
初选出40人在江苏工人报、“江苏工会”
APP、江苏工会服务网同步公示，开展群
众点赞评议。经过报纸网络公示、群众
点赞、专家评审，最终产生了10名第十
九届“江苏省十佳文明职工”。他们是：

多次荣获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车辆电
工技能竞赛一等奖的中车南京浦镇车辆
有限公司调试A4104工位长王强；

工作24年来，扎根一线，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的国网沛县供电公司安全监察
部应急及综合安全管理专职序守文；

爱岗敬业、躬耕田野，带领团队培育
水稻新品种的农业科技领域优秀代表人
物，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高级农艺师
徐洁芬；

“雷锋车”精神传承者、第五代“雷锋
车”手、江苏省连云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权太琦；

生态文明建设职工先进典型、河长
制工作的“守门员”，淮安市水生态建设
服务中心主任、书记牟汉书；

爱岗敬业、乐于助人，苦脏累行业一
线职工优秀代表，阜宁县环境卫生管理
所环卫工陈开霞；

恪尽职守、争先创优，疫情保供坚守

岗位的江苏国信仪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部主任徐向专；

立足岗位、开拓创新，瞄准高端装备
进行技术攻关、研发新产品的亚太泵阀
有限公司项目工程师周琴；

从醉心技术创新到热心产改工作的

格力大松（宿迁）生活电器有限公司工程
装备服务部部长兼总经办主任、工会副
主席白伟；

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优秀代表，货
车司机、江苏红运物流流动党支部纪检
委员贺升军。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总工会授
予王强等10名同志“江苏省十佳文明职
工”称号；授予王鹏程等150名同志“江
苏省文明职工”称号。同时，省总工会授
予王强等10名“江苏省十佳文明职工”
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

第十九届“江苏省十佳文明职工”揭晓

据新华社电 多重风险挑战下，我国工业经济
总体平稳开局。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今年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8.5%，但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间利润分化明显。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采矿业利润同比增长
1.48倍，制造业下降2.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下降30.3%。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表示，能源
保供措施有效推进，煤炭等能源产品生产较快增
长，叠加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导致大宗商品价
格大幅上涨，共同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快速增加。

一季度，采矿业利润同比增速较1至2月份加
快15.8个百分点。其中，煤炭采选业、石油天然气
开采业3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涨
幅分别扩大至53.9%、47.4%，带动一季度行业利

润分别增长1.89倍、1.51倍。
利润实现平稳增长的同时，规上工业企业单位

费用下降。随着减税降费、助企纾困政策持续显效
发力，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
的费用同比减少0.54元，较1至2月份减少0.18元。

“总体来看，一季度减税降费、助企纾困多措
并举，工业企业利润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
外部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
发，给工业经济平稳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企业生产
经营困难增多。”朱虹说。

朱虹表示，下阶段，要落实落细支持实体经济
稳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
作，保障物流畅通，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为工业经济持续健康运行创造更
多有利条件。

一季度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5%

全省各平台企业：
现根据《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关于维护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苏人社发〔2021〕125号）
等规定，就以下事项提醒广大互联网平台企业及与其采取合
作用工方式的企业（简称平台企业）。

1.平台企业对符合《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5〕12 号）规定情形的，应当与劳动者依法订立
劳动合同；对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
劳动过程管理的，应当与劳动者协商订立书面用工协议，合规
合理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2.平台企业不得诱导或强制网约配送员、外卖送餐员、网
约车驾驶员、网约同城货运驾驶员等新业态劳动者注册为个
体工商户，再与其约定以个体经营者身份完成平台网约工作。

3.平台企业招用新业态劳动者时不得违规设置性别、民
族、年龄、户籍等歧视性条件，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保证金、押
金等财物，不得违规限制劳动者在多平台就业，不得无故限制
或取消劳动者的平台注册资格。

4.平台企业应当依法明确计价规则、收入分配规则，支付
（结算）项目、标准、形式、周期及依法代扣的情形、标准和各方
主体责任，确保新业态劳动者工资报酬按时足额发放。

5.对网约配送员、外卖送餐员、网约车驾驶员、网约同城货
运驾驶员等新业态劳动者，连续工作超过四个小时的，平台企
业应当设置强制休息规则，二十分钟内不再派单。

6.平台企业招用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者时，应当引导组织
其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当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或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做到应保尽保。

7.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应
当按规定为新业态劳动者参加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
障，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

8.平台企业在制定、修订直接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制度规则
和平台算法时，应当充分听取工会或新业态劳动者代表的意
见建议，并将结果公示告知新业态劳动者。工会或新业态劳
动者代表提出协商要求的，平台企业应当响应协商要约，并提
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料。

9.平台企业及所属子公司、分公司，货运挂靠企业、快递加
盟企业、外卖配送代理商、劳务派遣公司等关联企业应当依法建
立工会组织，完善组织架构，广泛吸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

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共建和谐劳动关系！

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
2022年4月28日

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2022年3号）

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王鑫）由中华全国总

工会主办，广东省总工会、深圳市人民政
府、中国职工技术协会承办的首届大国
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以线上方式于2022

年4月27日至29日举办。大会以“技能
强国，创新有我”为主题，期间各项交流
展示以3DVR线上云展示进行，同步开
展“工匠云直播”等线上直播活动，各地

将组织职工群众线上观展。
大会开幕式于4月27日上午10时以

视频方式举行，设置北京主会场、深圳分会
场、各省（区、市）总工会分会场和有关中央
企业分会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在开幕式上宣
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发来的贺信，并发表讲
话宣布大会开幕。开幕式由中华全国总工
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
主持。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中，广东
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分别致
辞。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
主席吕业升，大国工匠代表、中国宣纸股份
有限公司宣纸研究所副所长周东红，企业
工会代表、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工会主席赵
虎发言。同时，举办了“技能强国—全国产
业工人学习社区”示范平台建设启动暨首
家企业试点平台上线仪式。王东明等主会
场与会领导以线上方式巡馆，并与现场工
匠代表连线互动。王伟中、孟凡利等在深
圳会展中心线下巡馆。

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共设置了大国
工匠、全国职工创新成果、巾帼工匠及各
全国产业工会、各省（区、市）总工会、副省

级城市、中央企业等77个交流区，展示总
面积约18000平方米，共展示各级工匠
550多位、各类实物和模型展品近800
件、职工创新成果1300多项。大会同步
在“技能强国—全国产业工人学习社区”
建设3DVR实景沉浸式漫游线上展馆，全
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展示以大国工匠为
代表的广大职工精湛技能、创新成果，设
置图文和音视频热点，将交流活动的全貌
真实、立体、全面地复刻到线上，供广大职
工参观交流。大会整体上线后将是全球
最大规模3DVR实景沉浸式漫游线上展
示，也是10000平方米以上最快上线的
3DVR实景沉浸式漫游线上展示。

大会期间，组织开展职工创新成果
转化签约，每天还将举办“工匠云直播”
等活动，邀请大国工匠代表开展创新成
果推荐、创新技能展示、创新经验分享
等，与广大职工进行线上互动交流，在全
社会大力弘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
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
席魏国强在江苏分会场出席会议。江苏
的工匠代表将在闭幕式上发言。

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开幕

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同步在“技能强国—全国产业工人学习社区”建设
3DVR实景沉浸式漫游线上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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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沛县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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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武进）水稻研
究所高级农艺师

权太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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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

牟汉书
淮安市水生态建设
服务中心主任、书
记

徐向专
江苏国信仪征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经营
部主任

周 琴
亚太泵阀有限公司
项目工程师

贺升军
货车司机、江苏红
运物流流动党支部
纪检委员

白 伟
格力大松（宿迁）生
活电器有限公司工
程装备服务部部长

王 强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
有 限 公 司 调 试
A4104工位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