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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作坊里的小学徒，正在学着用锉刀在飞速旋转的小木件上刻出各种花
纹。西德尼·甘博摄于1917-1919年间 （网络图片）

杭州解放初期，由于长期

的战争破坏，杭州国民经济千

疮百孔，工业水平低工资、农业

凋敝、通货膨胀、物资奇缺、工

人失业，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杭州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高度

自豪感，积极投身家园重建，协

助政府维持和恢复生产，巩固

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1949 年 5 月，杭州成立了

杭州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1950 年 2 月 2 日至 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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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铁路、邮政、电信、市

政、印刷、铁工、化学、纺织 8 个

产业工会和店员、搬运两个联

合会，以及丝织业、手工业两个

工会的代表出席会议。

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到

来，杭州工会在新一轮的经

济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信

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

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迅猛发

展。杭州市职工技协积极响应

国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号召，

在技术开发、工业性试验、新技

术推广应用示范、高技术产业化

等方面，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

了大量的尝试、探索工作。

不仅在生产一线推动技术

进步，杭州市总工会还在不断

健全自身功能与作用。

邓小平同志强调：“工会

组织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使广

大工人都感到工会确实是工

人自己的组织，是工人信得过

的、能替工人说话和办事的组

织，是不会对工人说瞎话、拿

工人的会费做官当老爷、替少

数人谋私利的组织。”从此，杭

州各级工会借助经济、政治、

科技改革的大环境，得到了全

面健康发展。

一部“杭州工运史”讲述90年艰辛与奋斗
文/何去非 张晓燕

今年是杭州市总工会成立90周年，一部“杭州工运史”，

回顾和展示杭州市总工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带领工

人阶级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阶段所走过的光辉历程。

可以说，一部杭州工人斗争史，也是一部杭州工会事

业蓬勃发展史。

明末清初，杭州手工业和城市商

业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

的机体中孕育萌芽，为杭州工人阶级

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契机。但是，杭

州近代工业发展的进程，却是在帝国

主义侵华的隆隆炮声中开始的。

至清朝末年，杭州已有丝绸纺织

业等39个行业的手工工厂和手工作

坊千余家，有数万名辛勤劳作的手工

业者。杭州“五杭”（杭扇、杭线、杭

粉、杭剪、杭烟）手工业品名闻遐迩，

远销海内外，以“五杭”为代表的手工

业者成为杭州工人阶级的前身。

19 世纪中叶，中国的工人阶级

就随着外国资本在中国直接经营企

业而产生。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

“洋务派”开办的官办企业和19世纪

70年代后出现的民办企业，形成了中

国近代工业和产业工人。1870年以

后，杭州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

展，杭州近代第一批产业工人因此正

式产生。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至辛

亥革命前，杭州的民族工业突飞猛

进，工业资本总额仅次于上海、广州、

天津、武汉，居全国第五位。

但是，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是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深

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

三重压迫和剥削，其政治和经济地

位，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加上中

国的经济落后，劳动力的价格低廉，

工人阶级的境况极为悲惨。

在随后的岁月中，在杭州总工会

的领导下，杭州工人运动出现了崭新

的局面，迎来了规模更加空前的工运

高潮，并使杭州总工会成为团结全市

工人和工会组织的一面旗帜。

1937 年卢沟桥畔的枪炮声，彻底

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睡狮”。接下

来的岁月，杭州工人和全国人民一起，

同仇敌忾、不畏强暴、英勇斗争、全力

抗日，工人运动因抗日救亡，也从大革

命失败后的步履蹒跚中迎来了新的转

机，不断走向成熟。

1937 年 8 月，日军进攻上海，战争

的烽火逼近杭州。国共两党领导工人

运动，杭州工人成立了“战事行动训练

团”，分设消防、运输、纠察、救护、技

术、掩埋等小分队，支援抗战，迅速掀

起抗日救亡新高潮。

经过8年浴血奋战，中国军民最终把

日本侵略者逐出国土，赢得了近代以来中

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杭州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建设社

会主义新中国，作为工人群众自己的组

织——工会，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新时期工会工作的方针：

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为职工说

话、办事，维护职工的合法权

益，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

育和文化技术教育，建设一支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

律”的职工队伍，充分发挥工人

阶级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

到 1982 年，全市建有工会

组织的市属工建交 462 家基层

企业，有 365 家恢复和建立了

职工代表大会制，占总数的

85.7%；市属财贸 45 个基层有

35 个恢复和建立了职工代表

大会制，占总数的77.8%。

与此同时，杭州市总工会

还积极组织丰富多彩的职工

文体活动，让更多的职工从办

公桌前、生产车间走出来，杭

州市总工会相继举办青年工

人技术比武、“浙安杯”工人艺

术节、职工运动会，以及职工

业余书法、摄影、插花展览等

各类文体活动。

回 望 历 史 抚 今 追 昔 ，心

潮澎湃豪情满怀，深感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90 年来，杭

州总工会始终坚持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

工运理论同我国工人运动的

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

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

发展道路。

工人阶级以主人翁姿态投身建设

新时期工会工作全面进步

工人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早期工人运动主要是自发的经

济斗争，即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

时、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和

生活条件。虽然早期工人阶级也在

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斗争，但是基本上是农民运动和

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还没有明确的

独立阶级意识，未能提出工人阶级

的独立要求和政治纲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标志

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

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1920 年 7-8 月，杭州筹建最早

的工会组织——浙江印刷公司工作

互助会（简称互助会）。互助会于当

年 12 月创办了浙江省第一张工人

报纸《曲江工潮》，该刊物是全国最

早出现的工人日报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杭州各

工会组织加强了与全国各地工人斗

争的联系和声援，如：声援香港海员

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等，成为

全国工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26年10月18日，中共杭州地

委发动各进步团体在湖滨公众运动

场召开市民大会，宣告杭州总工会

成立。

1927 年 3 月 15 日，杭州首次工

人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选出了 500

名代表，分别代表全市铁路、机械、

邮电、轻纺等各业 260 多个工会，10

万工会会员。

杭州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形成

首次工人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杭州工会90年系列报道（二）

我国新一代挖泥船投产
“浚洋 1”将赴斯里兰卡科伦坡港施工

10 日上午，伴随着汽笛声声，耙吸式挖泥船

“浚洋 1”在广州港完成交接，正式投产。“浚洋 1”

多项性能达世界先进水平，也被业内称为中国挖

泥船中的新一代“巨无霸”。

“浚洋1”由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投资1.6

亿欧元在荷兰建造，于2014年正式开工，历时2年

完成。总舱容量21028立方米，属超大型耙吸式挖

泥船。“浚洋 1”具有强大的疏浚能力，每小时挖泥

约2万立方米，相当于在一个国际标准足球场上堆

起一层楼高的泥沙量。它的耙臂最长可以伸到海

底90米处挖泥，相当于一栋30层住宅楼的高度。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柏欢表

示，近期“浚洋 1”将开赴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

施工，正式亮相于中斯“一带一路”合作项目——

科伦坡港口城的建设。

温州4间民房倒塌
搜救出 26 人，其中 20 人已确认死亡

记者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政府获悉，截至

10日19时，鹿城区双屿街道中央涂村民房倒塌现

场共搜救出26人，其中20人已确认死亡。

此外，据最新通报，18时45分许，救援人员从

倒塌现场救出一名小女孩，被救出时有生命体征，

目前已被送至医院救治。

10 日 4 时左右，鹿城区双屿街道中央涂村中

央街159号4间民房发生倒塌，多人被埋压。

民房倒塌造成的废墟有约三层楼高。据现场

工作人员介绍，考虑到尽最大可能保护被埋压人

员，救援人员主要是采用手刨方式。施救人员在

继续加紧救援的同时，对与倒塌民房相连的房子

进行拆除，以防止次生灾害，扩大搜救空间。

记者采访获悉，倒塌民房为农民自建房，已列

入城中村改造范围，目前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居

住。与其相连的还有5间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自建房，目前这一排房子主体结构均已受到不

同程度破坏。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降低企业杠杆率顶层设计出台
哪些企业可以参与债转股？如何不会成为一些人的“免费午餐”？
银行是否迎来转型新机遇？

降低企业杠杆率，通俗地说就是降低企业负债率，使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能尽量轻装上阵。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把
去杠杆作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一。然而，加杠杆易去杠杆难，更何况是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推进。这一顶层设计的出
台，为逐步破解企业去杠杆难题描绘了清晰的路线图。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

有一些发展前景很好的企业出现了暂时

困难，给银行业资产质量带来压力。10

日，国务院发文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

率，并出台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

导意见，提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能力。

哪些企业可以参与债转股？如何确

保债转股不会成为一些人的“免费午

餐”？这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明确政策边界
避免“僵尸企业”搭便车

债转股能够将企业需要付利

息的债务融资变成无需支付利息

的股权融资，降低企业杠杆率，好

处显而易见，但到底哪些企业能够

通过债转股“轻装上阵”，以避免被

“僵尸企业”搭了便车？

10 日国务院对外发布的《关

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

意见》特别提出了“三个鼓励”和

“四个禁止”。意见提出，鼓励面向

发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暂时困难的

优质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与

此同时，意见提出一些“僵尸企业”

不能债转股。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

良表示，哪些企业可以债转股，哪

些企业不能，这是市场化、法治化

债转股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

志。文件既明确了正面清单，也明

确了负面清单，这只是政策边界，

不是政府直接定企业，具体的债转

股企业还是由市场主体按照市场

化、法治化方式和指导性原则，自

主协商确定。

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商业银行

有过一轮政策性债转股，出现不少人

把债转股当成“免费午餐”的现象，不

少人担心此次债转股会重蹈覆辙。

对此，连维良表示，市场化、法治

化是这次债转股的主要特点，也是与

上次政策性债转股最大的不同，在制

度设计上已充分考虑到避免“免费午

餐”的问题。

基于当时条件，上次债转股的企

业、债权以及实施机构主要是由政府

确定，债转股的资金筹集也由政府渠

道筹集。但此次意见明确，银行、企业

和实施机构自主协商确定债权转让、

转股价格和条件，市场化筹集债转股

资金。

连维良说，债转股过程中，要强化

监管、强化信用约束、强化追责，依法依

规打击恶意逃废债、欺诈串谋等违法违

规行为。

改善资产质量
促进银行加快转型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连续攀升，截至 6 月末，商业银行不良

贷款余额为 14373 亿元。有人认为，

现在推出债转股主要是为了化解和转

移银行的风险。

对此，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明确

表示，今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的不良

贷款率只有 1.75%，资本充足率达到

13%以上，拨备覆盖率达到 176%，与

上轮债转股剥离银行不良贷款的背景

完全不同。我国银行业是安全的、稳

健的，本轮债转股的债权范围并非专

门针对不良贷款，而是为有效降低企

业债务水平和杠杆率，助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无论是贷款，还是由贷款转换的

股权，都是金融机构的资产，所对应的

都是股东的钱、老百姓的钱，经营者都

有责任保证它的安全，必须确保资产

安全。”王兆星说。

建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认为，

债转股政策意图不是帮助银行化解不

良贷款，但正确运用债转股确实能够

帮助部分银行改善资产质量，是当下

银行盘活存量资产、化解潜在不良贷

款的“趁手”工具。大型商业银行一直

都希望扮演产能整合者的角色，发挥

自身信息优势、资金优势、客户优势，

成为资源整合的“技术专家”，市场化

债转股给银行转型提供了新机遇。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

任郭田勇认为，与传统信贷业务比，市

场化债转股业务横跨债权和股权。银

行及其所属实施机构必须学会当好股

东，积极参与企业管理，补好这些短板

可促进银行加快转型。

市场化、法治化 避免“免费午餐”的问题

●因行业周期性波动导致困难但仍有望逆转的企业；
●因高负债而财务负担过重的成长型企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域的成长型企业；
●高负债居于产能过剩行业前列的关键性企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

的战略性企业。

三个鼓励

●严禁扭亏无望、已失去生存发展前景的“僵尸企业”；
●有恶意逃废债行为的企业；
●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不明晰的企业；
●有可能助长过剩产能扩张和增加库存的企业作为债转股对象。

四个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