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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校对 司建伟司建伟
【 】出彩中原看郑州 我为省会添光彩

庆祝郑州市总工会成立95周年
凝聚起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通讯员 张昌付 文/图

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 郑州工会篇

人们都说
郑州
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对此
我深有同感
因为我的爷爷
就是一名火车司机
每天
穿行在京汉铁路沿线

他经常对我父亲说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
中国共产党人
就在郑州开办工人夜校
传播马列主义
组织工人运动
为争人权争自由而斗争
一定要把工人身上的枷

锁彻底砸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1923年2月 4日那天
他和他的工友们一起
拉响了大罢工的汽笛
一时间
从郑州、到江岸、到长辛

店……
全路工人实行总同盟大罢工
像霹雳闪电划破深沉夜空
一下子
把郑州
推向了历史的前沿

大罢工遭到反动军阀的
残酷镇压

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
惨案”

使昔日的一个小小县城
成为郑州工人阶级反帝

反封建反压迫斗争的一座“二
七名城”

成为世人瞩目的一个焦点

在当时阴霾笼罩的白色
恐怖下

根据斗争的需要
为团结聚集起更大的力量
党领导工人工会
实现大联合
决定成立郑州市总工会
历史——
把时间定格在
1927年9月24日这一天
虽然
总工会的成立
屡遭反动军阀的破坏和

镇压
但“劳工神圣”的火炬
一直在工友们的心中点燃

从那时起
我们
世世代代
薪火相传
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
建设着、守望着
我们的家园

后来
郑州解放了
新中国成立了
我的父亲也当上了工人
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
在工会组织的帮助下
他认真学习文化
刻苦钻研技术
先加入了工会组织
后来又成为一名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
踏实肯干
多次在工会组织开展的

劳动竞赛中
过关斩将
奋勇争先
还被评选为劳动模范

也是从那时起
我们的祖祖辈辈
代代接力
跟着中国共产党

砥砺前行
克难攻坚
积极投身于新中国新郑

州的大建设
亲自见证着郑州日新月

异的变化与发展

再后来
我也成了一名工人
一名工人的后代
一名热血青年
接过先辈们的接力棒
接续奋斗
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
在奋进新时代的征程中
敬业奉献
敢为人先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我们广大职工
在各级工会的组织引导下
不忘初心、不负韶华
肩负使命、勇往直前
用诚实劳动
续写光荣
用创造劳动
推动发展
我们的自信和干劲越来越足
我们成长成才的空间越

来越宽
从郑东新区的高起点规划
到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的启航先行
从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

现代化建设
到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全国样板
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稳步推进
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权益的保障实现
在深入推进“十大战略”
助力中原更加出彩的征程上
彰显郑州职工的担当、作

为与奉献

啊
回望来路
郑州工会已经走过了九

十五年
九十五年风雷激荡
九十五年薪火相传
难忘的是过往的岁月
铭记的是创业的维艰
展现的是奋斗的快乐
难得的是历史的积淀
崇尚的是理想和信念
坚守的是拼搏和奉献

如今
我们已站在新时代新征

程的新起点
新时代
旗帜高扬
新时代
征程开启
新时代
风帆已满
一起向未来
大道行致远

让我们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戮力同心
赓续新的历史
踔厉奋发
建功新的时代
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推动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现代化建设和助力河南更
加出彩中

做出郑州工人阶级和郑州
工会无愧于时代的历史新贡献！

建功新时代
一起向未来
——谨以此，献给郑州

市总工会成立95周年
劳 珠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引导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

引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是工会组织的政
治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各级工会始终把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政治任务，全面贯彻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
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导广大职工坚定不移
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始终做党执政的坚实依靠
力量。

广泛开展“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宣传教育，持续开
展职工大宣讲大教育，结合“万人助万企”“工会进万
家”“职工演讲比赛”和“劳模工匠宣讲”进基层、进企业、
进车间、进班组等，让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更好走近职
工身边、走进职工心里。组织“创建学习型组织 争做知
识型职工”活动、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评选、“最美职
工”选树宣传、“和你在一起”职工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宣传劳模工匠先
进人物、最美职工的典型事迹，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唱响“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
动最崇高、劳动最美丽”的主旋律。加强职工文化建
设，持续开展以“送文艺、送电影、送书画、送培训、送讲
座”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情”工会文化
活动进基层活动，打造职工红色文艺轻骑兵、绿城惠惠
等服务项目和品牌。加大职工书屋建设力度，推动职
工书屋向“综合化、数字化、便利化”延伸，搭建“互联
网+”职工文化平台，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读书会、征
文、诵读、演讲比赛、职工文艺创作等活动，线上线下同
频共振、同时发力，激励职工群众心中有梦想、行动有方
向、脚下有力量。

十年来，全市各级工会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和工
会文化进基层活动 13000余场，选树全市学习型组织标
兵单位 50个、知识型职工标兵 100名；创建“职工书屋”
示范点国家级37个，省级70个，市级428个。

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激励广大职工奋进新征程

改革创新是时代发展的最强音，是工运事业蓬勃发
展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各级工会充分发
挥改革突破和先导作用，将改革作为激发工作活力的关
键抓手和重要手段，推动工会工作取得更大突破、展现
更大作为。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按照政
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的总体
思路，聚焦产业工人思想引领、建功立业、素质提升、地
位提高、队伍壮大等重点任务，深入实施深化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行动，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向纵深
发展、向基层延伸。注重加强典型引路，发挥国企带动
作用，在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骨干企业中，着力
推动改革向基层延伸、改革举措在企业落实。

以“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为主题，实施“凝心聚
力决胜小康”和建功新时代主力军行动，在全市 100个
重点工程项目中开展“六比一创”立功竞赛；在全市 100
家企业中开展“三比两降”节能减排竞赛；在有条件的基
层工会中围绕前沿技术、关键技术、急用技术和破解高
质量发展难题开展“四全一树”技能竞赛；围绕以人为
本、安全生产、安全发展开展“安康杯”竞赛，做好郑州市
职工技术运动会举办；组织开展“小发明、小创造、小革
新、小设计、小建议”创新活动，提升广大职工创新创造
活力；落实“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要求，完善高技能
领军人才和郑州大工匠、首席技师、金牌工人等多层级
技能人才培养机制，构建区县（市）、行业、企业多层级的
大工匠选树培养和师带徒、“匠”带兵工作体系，鼓励企
业推行首席员工聘任制，持续开展郑州大工匠评选活
动，选树命名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区县（市）、行
业、企业涌现出一大批各类工匠人才。关爱劳模和一线
职工，持续做好全国劳模体检工作，组织市级以上劳模
和先进工作者（含享受待遇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
艰苦岗位一线职工参加疗休养活动，做好各级困难劳模
专项补助资金发放工作，营造出尊重劳模、关爱劳模的
浓厚氛围。

十年来，全市参加各种劳动竞赛职工累计达 1000
万人次，涌现出市级工人先锋号、五一文明岗（号）1010
个，各类技术能手、标兵、状元 7963人，评聘“首席员工”
（金牌工人）17568名，评选“郑州大工匠”10名；选树市
级以上示范性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39个，40万
名职工技术等级得到提升。

履行工会基本职责
推动广大职工生活品质提升

工会组织机构健全、联系职工紧密、社会影响力广
泛，在激发职工活力、整合社会力量等方面具有重要潜
能和优势，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全市各级
工会大力推进工会工作法治化建设，依法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广大职工生活品质提升。

持续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建立完善“党建带工建”体
制机制，大力加强县级工会建设，持续强化乡镇（街道）
工会枢纽功能，不断完善“小三级”工会组织架构，重点
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业态领域、新型职工群
体建会工作，提高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对八大群体的有
效覆盖。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
会集中行动，积极推进“司机之家”“骑手之家”建设，建
立一批有效服务和凝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服务阵
地。全市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企业工会 1500余家，
新发展包括大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送餐
员等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16万人。

牢固树立职工利益无小事的理念，突出困难职工、
农民工、新经济领域劳动者等群体，切实加大维权服务
力度。以“三建合一”（即建会建制建家合一，机关企事
业单位建会、建立职工民主参与管理制度、建设职工之
家）为主要抓手，基层工会组织活力不断增强、维权能力

有效提升。持续推进集体协商，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开
展集体协商“集中要约”行动，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
93.45%，以劳动关系和谐促进职工队伍与社会和谐稳
定。充分发挥“12351”职工维权热线平台作用，注重引
导职工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
人心、化解矛盾、增进感情、激发动力，真正把风险隐患
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广泛组织开展学习宣传
法律知识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浓
厚氛围，不断提高全市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意识。

坚持职工需求导向，提升职工服务中心（困难职工
帮扶中心）综合服务职工功能，做实做好工会精准化、常
态化、便捷化服务。拓宽服务职工领域，做实做优“春送
岗位、夏送清凉、金秋助学、冬送温暖”工会帮扶活动品
牌，更多地关注职工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推动工会职
工服务点转型升级，新建升级改造爱心驿站，有效解决
户外劳动者休息、热饭、饮水等实际困难。广泛开展“普
惠重疾·惠享幸福”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深入实施“爱心
托管·关爱蓓蕾行动”计划，持续开展工会会员“绿色出
行”“平安返郑”“书香工惠”等常态化普惠服务，职工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十年来，全市各级工会累计筹集送温暖活动资金
1.5亿多元，走访慰问困难职工家庭 34.78万户（次）。共
筹集助学资金 9719.55万元，资助困难职工子女 3.63万
名。职工互助保障活动覆盖基层工会 10415 家、职工
289 万人次；累计培训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 7万多人
次；建立工会“爱心驿站”808个。“郑州工会会员服务”微
信公众号被中央网信办、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互联网+
工会普惠服务“最具影响力平台”。

十年耕耘，硕果累累；展望未来，笃行不怠。今年是
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郑州市总工会成立 95周年，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对工会工作赋予新使命、提出新要求。
全市工会组织将牢牢把握“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
者”，锚定“两个确保”，助力“十大战略”，以重点实施的

“五大行动”和突出办好的“十件实事”为载体，以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和工会改革为动力，努力使工会理论武
装得到新加强、职工思想引领取得新进展、职工建功立
业展现新作为、维护职工权益取得新实效、服务职工水
平实现新提升、工会组织建设呈现新活力，团结动员广
大职工为助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而奋斗。

岁月荏苒，春华秋实。郑
州市总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已经

走过了95年光辉灿烂的历程。
1927年9月24日，郑州市总工会

成立大会在普乐园（现郑州二七纪念堂
旧址）召开，中共郑州市委常委蔡训明当选

市总工会主席。郑州市总工会的宣告成立，
掀开了郑州工人运动历史的新篇章，标志着党

对郑州工人运动和工会领导的加强，标志着郑州
工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

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特别是新中国的成
立，使郑州工会和郑州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工人阶级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全市工
人阶级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主人翁的姿态，团结协
作，艰苦奋斗，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人民民主
政权、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辉煌业绩。改革开放以
来，全市工会团结组织广大职工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传播
先进文化中，充分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为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郑州市总工会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

“服务大局、服务中心、服务职工”理念，切实增强工
会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以“功
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开拓进取、
主动作为，团结动员全市广大职工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为助推郑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市总工会到重点项目开展春节“送温暖”活动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郑州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暨“百万职工庆百年华诞”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弘扬劳动精神 争当出彩先锋”主题宣讲

第六届郑州市职工集体婚礼

我自愿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2022年 6月16
日，饿了么蓝骑士集中入会

郑州市第十七届职工技术运动会“八大群体”
职工技能竞赛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