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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会服务队“流动办公”到中国重汽

集团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时，5 个流动办公

服务点被围得水泄不通。一场专门为杭汽

单身青年男职工和华东医药集团单身青年

女职工举办的“幸福在你身边”交友联谊会，

激起了大家的参与热情。

在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和拱墅区总

工会联合为来自拱墅区所属企事业单位办

理女职工特殊疾病医疗互助参保手续的现

场，工作人员在两个半小时里，就为126家企

业单位的6487名职工顺利参保，参保金额达

213460 元。来自拱墅区城管局的施女士顺

利办完 4 个单位 220 名女职工的名单后感慨

道：“本来跑职工服务中心，光是路上来回就

要近两个小时，现在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把服务送上门来了，从单位出发到办理完成

才用了个把小时，实在是太方便了。”此前，

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还曾主动前往滨江

区、西湖区双浦镇等地现场集中办理业务，

有效地解决了职工群众流程不熟悉、资料携

带不全、办理地点不便利等困难。

为了更好地服务全市职工，市总工会还

专门下发了通知，要求各级工会把开展“五

进五送”活动纳入每月重点工作。截至今年

年初，杭州市“五进五送”活动，资助 1079 名

优秀农民工免费上大学，举办一类技能大赛

11场、二类技能大赛9场，为职工免费技能培

训 8128 人，其中培育高技能人才 3092 人。

举办了首届职工文化艺术节。全市送文艺

演出 318 场、送电影 1133 场，新建“新杭州人

文化家园”52 家，为职工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1013 件，帮助职工挽回经济损失 4150 万元。

关心关爱外来务工人员，为 100 对外来务工

人员举办了集体婚礼，为暑期来杭“小候鸟”

发放参观券 5000 张、电影券 2500 张，为 5475

名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春节免费返乡车票，帮

助34.6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平安返乡。

对此，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

工会主席郑荣胜说，工会工作要入主流谋大

事，站在全局干工会。市总工会开展的“五

进五送”活动，让每位职工都能体面劳动、舒

心工作、全面发展、有尊严地生活；也实现了

工会工作全方位服务的改变，同时让工会干

部“接了地气”、“聚了人气”。

面对面服务职工赢赞誉

杭州市总工会“五进五送”又起航
记者 何去非 通讯员 高海伟

杭州市工会系统进企业、进社区、进村庄、进楼宇、进

市场，“流动办公”吸地气；送培训、送文化、送法律、送保

障、送健康，“上门服务”赢赞誉。

“体检车”开到了工地上

昨日上午，杭州市紫之隧道Ⅲ标段项目工

地比平时热闹了许多。早上7时，在活动板房

内，工人师傅们排起了长队，体检的体检，理发

的理发。医生则支起了血压计，安放好了心电

图仪，为工地工人进行体检。4名理发师则技艺

娴熟地为工人师傅们理起了发。

“体检车”来自杭州市总工会万名职工免

费体检项目中标单位之一的杭州市红十字会

医院。理发师则来自杭州市建设工会“五进

五送”服务小分队。

杭州市总工会保障部部长钱惠英介绍

说，为进一步加大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力

度，关心关爱他们的身心健康，更好地激发他

们创业创新和建设杭州的积极性、创造性，市

总工会决定开展万名职工免费健康体检活

动。体检对象为在杭重点项目、重点工程、重

点领域及特殊岗位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体

检项目包括血压、脉搏、腹部 B 超、心电图、胸

透、血常规、生化常规及女性妇科常规检查。

在体检现场，记者看到，500 多名工人都

是抽空过来体检的。

体检过身体，又理了发，他们还拿到了建

设工会工作人员特地准备的毛巾。一名工人

师傅笑着告诉记者：“这样体检非常方便。杭

州市总工会和建设工会提供的服务非常贴心，

过去因为费用高，像咱工地工人基本没人去体

检，现在可好了，不仅免费体检送到工地，还免

费理发，又不耽误工作。平时我们不但工作充

实，有空时还可到设在项目部的新杭州人文化

家园看看书打打牌，今天他们又给我们送来了

几百册图书，真是太感谢工会了。”

上午 9 时，在市工人文化宫，杭州

市总工会举办了关注健康、依法维权、

服务职工暨杭州市总工会 2015 年“五

进五送”活动启动仪式，杭州市总工会

副主席张明分别向外来务工者和现场

职工代表赠送免费体检卡、《十年——

杭州市总工会法律服务案例选编》等

书。

一场“开启健康、幸福的密码”

的职工心理讲座，一张法律服务、普

法宣传及困难帮扶咨询服务台，一

支劳模志愿队医疗组，一部露天电

影，一个免费理发、免费补鞋的便民

服务点⋯⋯杭州市工会干部走出办

公室，走出机关大门，走进企业、社

区、村庄、楼宇、市场“流动办公”，为

职工群众送培训、送文化、送法律、

送保障、送健康“上门服务”——从

去年开始，杭州工会开展的“五进五

送”活动赢得了好口碑。

此前，杭州市总工会在一次调研

中意识到，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和工

会工作者必须眼睛向下、身子下移、服

务下沉，努力破除“机关化”倾向，把职

工群众愿望作为晴雨表，按照职工“生

物钟”开展工作，为职工群众提供普惠

服务。

企业走访、座谈会、职工问卷，市

总工会采取多种方式全面开展企业外

来人员基本情况和职工希望得到哪些

服务的调研工作，最后制定出“五进五

送”的服务内容。

把职工群众愿望作为晴雨表

“五进五送”送到了职工心坎里

4 月是求职旺季，市总工会、下城区总工会

择机在杭州市人才市场联合举行“五进五送”暨

送法进人才市场活动。活动现场，一位前来咨

询的外来务工人员说，平时上班，跟律师打不着

交道，发生了劳动纠纷却不知道怎么解决，现在

有律师耐心解释，知道该怎么维权了！为了让

大家更好地了解法律知识，市、区劳动法律志愿

服务者在活动中还向前来咨询就业人员发放

《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险条

例》、《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宣传资料，协助调

解劳动纠纷，为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免费

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的平台。

在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九堡镇格畈社区，

12个服务台摆成一排。“我从卫校毕业，现在一

家通信企业打工，想报个脱产的成人教育班，不

知道行不行？”外来工曾艳咨询。“市总工会去年

5月启动了1000名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上大学计

划，只要你在杭州工作，已签订劳动合同，加入

工会组织，缴纳6个月以上社会保险，就可以报

名报考。”工会干部边说边拿出宣传手册递给

她：“如果被录取了，还能享受减免70%的学费

呢！”“真的吗⋯⋯”小曾拽着这位工会干部更加

详细地问起来。

一周前，来自上城区的70余名失业人员到

杭州市工人业余大学进行网上创业的系统培

训。课堂上，学员们系统地学习了网上创业导

论、网上开店准备、网上创业基础、网店的图片

美工、网店的商品管理、网上创业模式、网上店

铺的管理、网店的货源管理、网店的装修、网店

的推广、网店的优化等内容。14次理论知识课、

轮番上机操作，再通过杭州市职业技能培训指

导中心的理论、操作考核验收，经过一轮又一轮

的培训，失业人员掌握一定的网上创业的技能、

技术、方法，为今后就业打下一定的基础。

工会干部“接了地气”“聚了人气”工会干部“接了地气”“聚了人气”

据新华社香港 4 月 25 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25 日

在香港电台发表《香港家书》指

出，特区政府已经公布行政长官

普选办法方案，香港向 2017 年全

港 500 万选民“一人一票”普选行

政 长 官 的 目 标 又 迈 出 重 要 一

步。他呼吁广大市民和立法会

支持政改方案。

“普选行政长官是香港市民

的共同愿望。我们现在面对的，

是‘有普选’和‘无普选’之间的

抉择，只有得到立法会三分之二

的议员通过，换言之，只有劝服

反对派议员回心转意，我们才可

以在 2017 年实现普选。”梁振英

指出，如果方案被否决，立法会

的普选也会变得遥遥无期。

“到今天，我相信越来越多

人认同 2017 普选不单只是‘机

不可失’；更必须迈步向前，普

选‘一定要得’。”梁振英呼吁每

一位立法会议员，尤其是反对

派议员顺应民情，让香港人“一

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

另据报道，香港特区政府政务

司司长林郑月娥、律政司司长袁国

强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

源，25日下午联同约30名政治委

任官员参与巴士巡游，向市民宣传

特区政府就行政长官普选办法提

出的方案，并争取市民的支持。

本报讯（记者 徐墉）昨日上

午，第 22 届全球金融年会暨第７

届中国开放经济与金融工程国际

会议在杭州开幕，会议主题为“中

国与世界的未来——金融改革发

展与经济全球化”，来自美国、英

国、法国、德国等30个国家和地区

300多名金融专家将围绕资本市场

改革与开放、金融危机、银行与金

融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等展开研

讨。副市长陈红英参加会议。

“杭州是中国金融机构最为

齐全、金融业务发展最快的城市

之一，截至去年底，全市各类持牌

金融机构 374 家，是全国第六个

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双双突破 2 万

亿元的城市。杭州有上市公司

109 家，备案私募基金管理人 155

家 ，全 年 实 现 金 融 业 增 加 值

962.17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10.5%。”陈红英说，全球金融年会

为杭州带来了金融研究和实践领

域的最新成果，对于杭州金融业

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加快金融业发展，努力“打造国内

一流的财富管理中心”，进一步增

添杭州金融业发展的动力、活力。

会前，陈红英还会见了前来参

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

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一行。

本报讯（通讯员 董颖 驻富

阳记者 骆炳浩）2015 中国（杭

州）西湖国际茶文化博览会闭幕

式暨富阳安顶云雾茶文化节品赏

会，昨天上午在富阳安顶山举行。

闭幕式上，安顶山的云雾茶香

与金富春的中华嫁衣秀，带给市民游

客一份古韵与典雅，让人遥想古代的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暗承“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构想。同时，富阳还推

出“茶丝之旅”特色旅游线路，从安顶

拜茶、天钟问禅、龙门访古到新沙采

桑、富春寻丝，最后到依江品茗，整条

线路融知识性、参与性、体验性、观赏

性、娱乐性于一体，邀约市民走进“杭

州第九区”，赏美景、品好茶。

梁振英发表《香港家书》
呼吁支持政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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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届全球金融年会在杭开幕

西湖国际茶文化博览会昨闭幕西湖国际茶文化博览会昨闭幕

杭州姑娘：
“房屋在颤抖，大地在震动”

记者联系上一位正在尼泊尔自由行的杭州

姑娘小张。地震发生时她和另一个小伙伴正在

博卡拉，“地震大概持续了一分钟左右，生平第

一次遇到地震，这一分钟过得很煎熬。当时大

地在震动，房屋在颤抖，不少砖瓦掉了下来，大

家都跑到湖边或者空旷的地方待着⋯⋯”

地震发生后，小张第一时间给家人打电话

报平安，她说：“幸好我们住的地方损毁不严

重，住的旅馆没什么大问题，人员也没有伤亡，

目前生活基本正常，震感过了就好了。”

小张原本买了28日的机票从加德满都飞

回杭州，虽然目前加都机场已经开放，但从博

卡拉去加德满都的路况还不清楚，回国还需

要等待。

博卡拉是尼泊尔第二大城市，旅游胜地，

距震中68公里。

杭州旅行团：
徒步尼泊尔，一度曾失联

尼泊尔地震发生后，有消息称，杭州有一

个约30人的旅行团在尼泊尔失联。

这个旅行团是在行天下旅行网预订的尼泊

尔之行，全团共26位游客，以杭州人为主。

24 日，这批客人从博卡拉出发开始徒步

旅行，地震事发时已经离开博卡拉。由于尼

泊尔当地短时间内通讯中断，他们与外界失

去联系，所以这批杭州游客是否安全牵动了

大家的心。

行天下旅行网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负责人

赵先生说，昨晚7时左右，他们与失联的杭州旅

行团恢复联系。“听他们说话的语气比较轻松，

我就知道他们安全了。”赵先生说，目前可以确

认全团游客都没有受到伤害。

杭州乘客：
降落时遭遇地震，飞机即刻返航

国航 CA437 航班昨天从成都飞往加德满

都，机上旅客106人。飞机11：28从成都双流机

场起飞，14：15到达加德满都机场上空。

据飞机上一位杭州女士说，飞机在着陆前

大约三分钟的样子发现下面有地震，“飞机及时

返航了”，现在她们已经安全返回成都。

记者联系国航后得知，当时机场空管指

令盘旋等待，14：22 国航西南分控中心签派室

果断命令航班返航，航班于16：43安全降落成

都双流机场。

杭商合作伙伴：
餐厅剧烈摇晃 日喀则震感强烈

“店里一切没事，人员均安，谢谢关心。”

昨日 16 时左右，距离重灾区加德满都最

近的中国城市，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和定

日县都发生不同等级的地震。

地震发生后，两岸咖啡总裁金梅央第一

时间联系上日喀则店的合作伙伴伍书婷，得

知一切皆好后，她一颗悬着的心才落地。

伍书婷说，地震发生时，餐厅摇晃得非常

厉害，所幸没有造成损失。

杭州救援队：
驰援尼泊尔 公羊在路上

得知尼泊尔地震后，杭州的应急救援公

益组织公羊队立刻开始行动。

队长徐立军说，他们已经联系上加德满都

的朋友，准备了紧急救援物资和医疗药品，参

加对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和当地受灾居民的救

援，他说：“目前加德满都的机场已经封闭，预

计要27日左右才开放。我们打算把医疗救援

物资通过飞机从成都运到加德满都，我们已经

通过当地的朋友，联系了车辆，只要物资一落

地，我们就要送到灾区去。”

受地震影响，珠穆朗玛峰发生雪崩,珠峰

两个营地被雪覆盖。对于是否赴珠峰救援，

徐队长解释说：“我们最擅长的还是医疗救

援。珠峰属于高海拔地区，被困人员需要的

是最专业的救援，作为平原地区的救援队，我

们很难适应那里的天气。”

根据徐立军提供的线索，记者得知中国

三支攀登珠峰的队伍，由宋玉江和李建宏带

领的队伍全体安全。由麦子带领的中国首支

女子登山队中，一名队员和两名夏尔巴人遇

难。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王勇峰表示，将全

力配合高山救援。

记者 郑晖 吴静 杜悦 黄洪连 周中斌

昨日 14 时 11 分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 8.1 级地震

震乱了喜马拉雅山脉两侧人们的生活，家园被毁，通讯

中断，交通阻塞⋯⋯千里之外的杭州，情牵震区的家乡

同胞，记者通过多种渠道联系上了经历地震的杭州人以

及他们的朋友，有旅行者亲历地震时的慌乱，有徒步团

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庆幸，有空中惊魂的惊险，也有驰援

震区的大义⋯⋯

尼泊尔地震，杭州游客平安吗？
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连线震区，听家乡人讲述亲历地震的惊心动魄

尼泊尔公路上出现巨大裂缝尼泊尔公路上出现巨大裂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