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www.hzrb.cn 国际新闻·专版 2016年10月10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茅永刚 版式设计：朱莎莎2016年10月10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茅永刚 版式设计：朱莎莎4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孕育了

工人阶级。1920年成立的浙江印刷公司工作

互助会，不仅是杭州最早的工会组织，也是我

国第一批出现的现代工会组织之一。在此起

彼伏的工人运动中，1926 年 10 月 18 日，中共

杭州地委在湖滨公众运动场召开市民大会，

宣告成立杭州总工会，杭州工运揭开了新的

历史一页。

打开尘封的历史，杭州工人阶级为了民族

的存亡，始终坚持在战斗、在流血。在革命年

代，杭州总工会大力支援北伐战争，积极投入

政治、经济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

势力；在抗日战争年代，杭州工人阶级不怕牺

牲，义无反顾地投入全民族的抗日救亡之中；

在解放战争时期，杭州工会组织工人开展护

厂、护路、护桥斗争，有力地支援杭州解放。

杭州工会90年系列报道（一）

凝心聚力90载 共筑历史新篇章
纪念杭州市总工会成立90年

杭 州 市 总 工 会 于

1926年正式成立，至今已

成立90周年。迄今为止

共选举产生了十四届委员

会，目前，设有13个职能

部室、13个区县（市）总

工会、2个开发区总工会、

1个集聚区总工会、10个

产业工会和8个直属事企

业单位。全市建有基层工

会 25351 家，涵盖单位

11.1 万家，工会会员 408

万余人。

90年来，杭州市总工

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各级工会组织的组

织动员下，紧密团结全市

工人阶级和各条战线的劳

动者，在波澜壮阔的革命、

建设、改革、发展历程中，

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

作用，为杭州建设发展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杭州工会组织开始

了新的篇章。

1950年2月，杭州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在市工人

俱乐部（现市工人文化宫）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正式

代表527人。大会选举产生杭州市总工会首届委员会

委员 51 名，李代耕当选为主席。杭州市总工会成立

后，继续巩固和发展工会组织，全市组建铁路、邮电、

纺织、手工等14个产业工会、17个行业工会，有402个

基层工会、6万余名会员。杭州市总工会团结动员广

大职工，投身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组织

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先进模范风云际会，工运事业

蓬勃发展。

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蓬勃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中孕育成长

在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杭州市总工会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和“两学

一做”教育为总抓手，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以

服务职工为根本，以自身建设为关键,稳妥推进工

会改革发展。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深化技能培训、技能帮带、技

能竞赛、技能晋级、技能激励“五位一体”职工素质提

升工程。深入实施农民工圆梦计划，有4010名农民

工通过该计划读了大学圆了梦想。

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开展11年，全市有6.8万

家企业参与，涌现出了一批像传化集团这样的典型企

业。深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杭州市和谐劳动关

系指数连续五年名列浙江省第一。

以“社会各界送温暖、困难群众沐春风”为主题的

“春风行动”已连续开展15年，实现了春送岗位、夏送

清凉、秋送助学、冬送温暖的全方位服务，被誉为破解

“困难群众帮扶救助”的“杭州模式”。市总工会出台

了会员意外伤害保障、在职职工医疗互助、特殊疾病

保障等多项普惠政策，工会真正成为了职工的“娘

家”。

2016 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杭州举办。

杭州市总工会围绕圆心，广泛开展“当好主力军、服务

G20”主题活动，组织“服务保障G20五好立功竞赛”、

“百万职工大行动安全隐患大排查”、文明交通引导服

务活动，充分发挥职工主力军作用和主人翁精神。杭

州职工休养院（六通宾馆）负责接待外交部，全体干部

职工勇挑重担，克难攻坚，加班加点，出色完成了任

务，得到了外交部的高度赞誉。工会人的主动作为，

工会人的担当奉献，工会人的勤奋耕耘，唱响了劳动

最美的新篇章。

在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再谱新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会事业在改革开放的

大潮中开拓前进。杭州市总工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群众性技术活

动，积极参与改革，强化源头维权，坚持代表和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帮助下岗职工和特困职工解决特殊困

难，劳动模范服务管理不断加强。进入新世纪以来，

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关系、劳动关

系的深刻变化，杭州市总工会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工

作方法，坚持以职工素质工程、维权工程、服务工程和

工会自身建设为主要抓手，工会组织覆盖面不断扩

大，工会组织凝聚力不断增强，工会工作不断取得新

的成绩。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开拓前进

文 何去非 张晓燕

联合国安理会8日先后对涉

及叙利亚问题的两份不同决议草

案举行表决，但两份草案均未获得

通过，再次凸显西方与俄罗斯在叙

利亚危机上的巨大立场分歧。

这两份草案一份由法国和西

班牙起草，另一份由俄罗斯起

草。多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就此进

行了激烈辩论交锋。俄罗斯常驻

联合国代表丘尔金称，这两次表

决代表了安理会“最奇怪的景象

之一”，流露出对投票“阵营分明”

现象的情绪。

“一次孤独否决”
英方对俄“开火”

当天在安理会进行表决的两

份决议草案分别由法国和西班牙

起草，以及俄罗斯起草。

对比两份草案，最大的不同

就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草案要求在

阿勒颇设置禁飞区，并停止对阿

勒颇的空袭；而俄方草案中并没

有这一点。

表决前，安理会本月轮值主

席、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

金称法国和西班牙的草案“并不

具体”，而且禁飞区在覆盖反对派

武装和极端组织控制的阿勒颇市

东部地区时，也会影响到政府军

控制的西部地区。

他在表决前就对结果有所预

见，称这两次表决代表了安理会

“最奇怪的景象之一”，因为15个

安理会成员从一开始就知道两份

决议草案都不会通过。

“考虑到叙利亚危机正处于危

急阶段，国际社会一起协调政治上

的努力就显得格外重要，”丘尔金

说，“这种对时间的浪费不能容忍。”

最终结果确实如他所说，法

国和西班牙的草案获得 11 票赞

成，2票反对和2票弃权。投反对

票的国家中有俄罗斯这个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因此草案被否决。

这也是俄罗斯第五次在安理会涉

叙决议草案表决中动用否决权。

而紧随其后的第二场表决

中，俄罗斯的草案获得9票反对，

4 票赞成，2 票弃权，也没有通

过。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三个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均投了反对票。

表决结束后，英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里克罗夫特直接对丘尔金

“呛声”说：“这是一次孤独的否

决。”他在表决前还曾直接对丘尔

金说，叙利亚民众丧失生命要“多

谢你们今天在叙利亚的行动”。

各方立场分歧不止表现于

此。当叙常驻联合国代表巴沙

尔·贾法里发言时，来自英国、法

国、乌克兰和美国在内的多名代

表退席以示抗议。

弃权票、赞成票
中方有理有据

在两次表决中，中国对法国

和西班牙提交的决议草案投了弃

权票，对俄罗斯的决议草案投了

赞成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

说，法国和西班牙的决议草案包含

了推动停火、呼吁政治解决、改善

人道局势、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等要

素，但草案部分内容未能体现对叙

利亚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的充分尊重。一些安理会成员的

建设性意见未能得到采纳。中方

不得不对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

他说，俄罗斯的决议草案反映

了实现停火、人道救援、合力反恐和

政治谈判四条轨道并行推进的思

路，体现了对叙利亚主权、独立、统

一和领土完整的尊重，内容全面、平

衡。中方支持俄方决议草案，对决

议草案未获通过表示遗憾。

连说三个“不”字
俄方表示奇怪

就在安理会就两个决议草案

表决当天，叙政府军继续与反对

派武装在阿勒颇展开激战。

近日来，叙政府军不断在阿勒

颇取得军事进展。6日，政府军对

位于阿勒颇市布斯坦巴沙地区的

武装分子据点展开突袭，成功控制

这一地区的多处重要建筑。总部

位于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

察”组织说，自2013年武装分子控

制布斯坦巴沙以来，这是叙政府

军首次在该地区取得军事进展。

战事不断推进中，因此丧生

的平民也不断增多，人道救援行

动的开展却因战事接连受阻，引

发外界对叙人道危机的担忧。

所幸，两份决议草案中都呼

吁各方立即执行停火协议，并立

即在叙全境开展“安全、无障碍”

的人道救援，为饱经战火的叙利

亚民众带来一丝希望。

丘尔金尽管批评美国并没有

成功将叙温和反对派和极端武装

区分开，但他也提出“需要更多行

动”。他在安理会表决结束后强

调，试图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政治

努力并没有“走到尽头”。

被问到当天的表决是否就是

外交努力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终

点，丘尔金连说三个“不”字回应：

“这只是一次非常奇怪的安理会

会议的终点。” 据新华社

● 俄罗斯
代表表决前就
对结果有所预
见：“这两次表
决代表了安理
会最奇怪的景
象之一。”

● 英国代
表“呛声”俄罗
斯代表：“叙利
亚民众丧失生
命，要多谢你们
今天在叙利亚
的行动。” 俄罗斯代表丘尔金对俄版草案投赞成票俄罗斯代表丘尔金对俄版草案投赞成票

安理会出现“奇怪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发言法国外长艾罗对法版草案投赞成票

两份涉叙决议草案“走过场”遭否决

当地时间 9 日，美国共和、民

主两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

里将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

大学举行第二次电视辩论。而在

8 日，两位主角各自遇到麻烦，特

朗普带有明显侮辱女性色彩的秽

语视频丑闻持续发酵，希拉里也

曝出演讲泄密丑闻。

《华盛顿邮报》7日曝光一则录

制于2005年9月、长约3分钟的视

频。视频中，当时是真人秀明星的

特朗普吹嘘自己可对女性上下其

手，露骨地描述触摸女性隐私部位

等举动。而录制该视频时，特朗普

已与第三任妻子梅拉尼娅结婚。

视频丑闻曝光后，梅拉尼娅

力挺丈夫。“这代表不了我认识的

那个男人，”她在声明中说，“他具

备领袖的心胸和头脑。我希望人

们能接受他的道歉，就像我一样，

并将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国家和整

个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上。”

特朗普的竞选副手、印第安

纳州长彭斯也罕见地表示，既不

会宽恕特朗普的言辞、也不会试

图为其辩解。但他继续支持特朗

普，并为特朗普道歉感到“欣慰”。

据美联社报道，在发表声明

前，彭斯取消了与众议院议长瑞

安以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

里伯斯共同为特朗普在威斯康星

州“站台”的竞选活动。不过，瑞

安和普里伯斯均未表示不再支持

特朗普竞选。

然而在共和党内，已有不少

人打了退堂鼓。据统计，截至8日

下午2时，共56名共和党籍州长、

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表示不会支

持特朗普。此外，曾参选总统的

共和党人罗姆尼以及前国务卿康

多莉扎·赖斯等 20 多人均要求特

朗普立即退选。

声称曾遭克林顿强奸的女护

士朱厄妮塔·布罗德里克当天则

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写道：“事实

胜于雄辩。特朗普只是说了脏

话，而希拉里在克林顿强奸我之

后威胁我。”她还说：“希拉里说特

朗普的言语‘可怕’，而她却同‘强

奸犯’生活并为他提供保护。她

的行为才‘可怕’。”她的这两条推

文被特朗普转发。

而希拉里的“黑历史”也不断

被挖出。希拉里竞选团队主席波

德斯塔的电子邮箱近日被黑客窃

取，“维基揭秘”网站披露的波德

斯塔私人电邮内容显示，希拉里

卸任国务卿后曾在美国最大投资

银行高盛集团做有偿闭门演讲，

其间大曝击毙恐怖大亨本·拉丹

的“背后故事”，有违反相关信息

保密法规之嫌。 据新华社

◀ 8 日，
在华盛顿大
学的美国大
选“二辩”现
场外，已有
不少记者在
做报道准备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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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选“二辩”在即 两主角都陷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