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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杭州

市工业化、城市化建设驶入快车道。

与此同时，劳动争议和劳务纠纷的案

件时有发生，呈现出职工上访诉求较

多、诉求渠道不够畅通的状况。对

此，市总工会于 2003 年 1 月 16 日在全

省率先建立了融信访接待、职业介

绍、困难帮扶、法律援助于一体的职

工维权帮扶中心。此后，市总工会先

后在全市 14 个区、县（市）、开发区全

部建立了职工维权帮扶网络，实现了

市、区县（市）、街道（镇）、行政村四级

职工维权帮扶网络。

职工维权帮扶网络的建立和逐

步完善，使得有困难、有诉求的职工

可就近在当地维权帮扶站寻求帮助，

有效地改变了以往职工上访诉求上

下来回奔波的状况。与此同时，各级

工会也能在职工来访诉求的第一时

间，与相关的职工维权帮扶站和责任

人进行协调，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来

访诉求职工解决实际困难。

健全社会化劳动争议调处机制，

使其在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中充分发

挥“稳定器”和“调节器”作用。市总

工会与市法院建立了劳动争议案件

庭前调解制度，与市劳动保障局建立

了市、区（县）两级工会劳动争议仲裁

派出庭，与市司法局建立了劳动争议

和人民调解相结合的调解制度，并与

大专院校、律师事务所等建立了工会

法律志愿服务队。市总工会与市劳

动保障局制定出台相关文件，明确规

定 200 人以上企业必须建立劳动争议

调解委员会。目前，全市有 20802 家

企业建立了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

调解小组，在化解企业劳动矛盾、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监督检查机制。根据《杭州

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市总工会

建立了市、区县（市）、镇乡（街道）、企

业四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队伍，定

期对企业涉及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

社会保险、工资支付、安全生产等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目前，全市工会已建

立20211家各级劳动法律监督组织。

张晓燕 何去非 文

杭州市总工会牢牢坚

持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这条

主线，把开展劳动关系和

谐企业创建活动作为工会

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并贯

穿于工会各项工作之中，

不断丰富创建内涵、有效

创新活动载体、逐步完善

工作机制，努力推动建立

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

共赢、和谐稳定的新型劳

动关系，让广大职工工作

更体面、生活有尊严，让广

大企业竞争更有力、发展

更健康。

“以往一到年关边，就会出现‘用工荒’，

自去年起这种现象就没发生了。”杭州温德姆

至尊豪廷大酒店的中方老总王安辉说，他们

这家五星级酒店，2009 年正式营业，现有员工

550 多人。“酒店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过去每年

新年一过，客房部和餐饮部人员流失一直是

个问题。自从 2014 年《杭州市企业工资集体

协商条例》颁布实施，企业实行了工资集体协

商，不仅员工收入年年增长，更重要的是通过

协商，使员工了解工资什么时候能加，能加多

少，也知道所加工资数字背后的一些东西，这

样使得企业上上下下形成了一个人心齐、干

劲足的和谐劳动关系良好氛围。”

“由企业工会代表劳动者与企业开展工

资集体协商，是实现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一种途径。”市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说。

2005 年 11 月，杭州正式颁发了工资集体

协商的地方性规章——《杭州市企业工资集

体协商试行办法》，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正式

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2014 年 5 月 1

日，杭州正式颁布实施《杭州市企业工资集体

协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条例》的施行是

一个“硬杠杠”，一系列刚性规定的出台加大了

处罚力度，把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上升到地

方政府规章层面加以推行，使职工在维护自己

合法权益方面有章可循，杭州成为全国首个进

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地方立法的城市。

另外，从 2006 年 4 月开始实行的工资集

体协商“要约行动”，为各级工会依法开展工

资集体协商提供了“尚方宝剑”。“要约行动”

规定，凡未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资协议已超

过有效期限或无正当理由未能履行协议的企

业、行业或区域，其所在的基层工会可以主动

代表职工方启动“要约程序”，以书面形式向

企业行政、企业代表组织发出进行工资集体

协商的要约。

“这是一大亮点，以前企业违反这些情

形，我们只能劝导，他们不肯改，我们也没办

法。”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政府牵头工会

推进，也成为杭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一大

特色。

目前，这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给劳动

者、企业带来了双赢局面。据统计，截至 2015

年底，全市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21014 份，

涵盖企业 76594 家，覆盖职工 294 万人。其中

单独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19079份，签订率

98.01%，覆盖职工201 万人。签订区域性行业

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1935份，涵盖企业57515

家，覆盖职工93万人。

市总工会加大协调劳动关系的

力度，大力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以推进企

业社会责任建设为载体，解决劳动关系

中的突出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早在2005年，杭州市就在全省地级

市率先开展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

企业和谐发展、实现企业职工互利共赢”

和谐劳动关系先进企业创建活动。目

前，全市有6.8万家企业参与和谐劳动关

系创建活动，5.4万家单位达到创建标

准，600家企业被评为“杭州市创建和谐

劳动关系先进企业”。

为了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章

可循，市委、市政府于 2010 年 6 月出

台《杭州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量

化评估，又在 2014 年制定出台了地方

标准《企业社会责任评价规范》，从市

场责任、环境责任、用工责任和公益

责任四个方面，设基本指标、进步指

标和个性指标共 50 项指标，分通用

类、服务业、建设业三个类别，采用量

化 标 准 评 估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情

况。标准的出台，解决了企业社会责

任是什么、怎样开展的问题，从而推

动企业树立“企业公民”理念，转变发

展方式，主动履行对员工、消费者、资

源环境的社会责任，提升企业形象和

竞争力。

据悉，目前，全市已开展四轮企

业社会责任建设评估，参与评估企业

达4123家，其中173家达到A级标准，

41 家企业被认定为 AA 级，2696 家达

到C级以上标准。

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立法 杭州成了领跑者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立法 杭州成了领跑者

《企业社会责任评价规范》成为“杭州标准”

区县一体化维权帮扶体系 杭州成了新样本

杭州工会90年系列报道（九）

建立和谐的新型劳动关系 助推杭州经济社会发展

法律援助现场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 17 日凌晨宣

布，总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在

伊大本营摩苏尔市的战役开始。

阿巴迪身着军服，在国家电视台

向摩苏尔市民喊话：“我们来拯救你

们，把你们从恐怖中拯救出来。”

摩苏尔位于伊拉克北部，是尼尼

微省首府、伊拉克第二大城市。2014

年 6 月，“伊斯兰国”武装占领这座城

市并宣布“建国”。随后，这一极端组

织一路向南进攻，击溃伊拉克政府军，

占领大片土地，一度威胁到伊拉克首

都巴格达。

在美国的支援下，伊拉克政府军今

年相继收复了拉马迪和费卢杰等重镇，

摩苏尔已成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占

据的最后一座城市。目前，伊拉克政府

军、什叶派和逊尼派民兵、库尔德武装

力量都已部署在摩苏尔周边。分析人

士认为，伊拉克政府军预计将在1至2

个月内收复摩苏尔，在伊境内的“伊斯

兰国”武装人员将被迫撤至伊叙边境地

区的沙漠和山区。 据新华社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7日上午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

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

报道说，靖国神社 10 月 17 日至

20 日举行秋季例行大祭，安倍在此期

间将不参拜靖国神社。

安倍 2012 年年底再任首相后，每

年春秋例行大祭均向靖国神社供奉祭

品，并在 2013 年年底进行参拜，受到

包括中韩在内的国际社会强烈反对。

安倍内阁厚生劳动大臣盐崎恭

久、众议院议长大岛理森、参议院议

长伊达忠一等人当天也向靖国神社

供奉祭品。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

神社内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

14 名 二 战 甲 级 战 犯 牌 位 。 长 期 以

来，日本部分政客坚持参拜靖国神

社，导致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

家关系紧张。 据新华社

一年春秋两次成惯例

安倍又向靖国神社献祭

摩苏尔市民迎来曙光

伊军总攻IS大本营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

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于今

日至 21 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他行前在总统府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盛赞中国有着大国担当，

慷慨助人，“我外公就是华人，只

有中国才会帮助我们”。

只愿跟中国谈南海
没兴趣让他国参与

杜特尔特对中国政府和人民

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在中国，人

民勤劳、政令畅通。中国得到国

际 社 会 一 致 尊 重 ，可 谓 实 至 名

归。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中

国经济和贸易运行平稳，菲律宾

需要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学习

中国的成功经验。

谈到南海问题，杜特尔特表

示，在对抗和谈判面前，菲律宾选

择谈判。为一片水域而起刀兵，

毫不足取。他说：“多谈友谊，多

谈经贸合作，少谈分歧。战争不

是出路。”

杜特尔特明确表示，反对他

国插手南海事务，“我没有兴趣让

其他国家参与南海问题谈判。我

只愿跟中国谈”。他表示，愿意同

中国共同开发这一水域。

杜特尔特对中国给予菲律宾

扫毒行动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

与某些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不仅在

口头上对菲律宾的扫毒政策表示

支持，而且付诸行动。中国帮助修

建的戒毒所即将投入使用。

“有些国家只知道批评我们，

明知道我们没钱，也不愿帮我们

一把。中国人则不同。他们默默

地帮我们建了一个戒毒所，大家

却还不知道。这就是中国人的真

诚。”他说。

杜特尔特还表达了菲律宾加

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的

迫切愿望。他说，菲律宾目前百

业待兴，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

设亟须加强，“希望中国能给我们

提供软贷款”。

谈到此次中国之行，杜特尔

特说，尽管以前曾多次去过中国，

但这次是他担任总统以来首次访

华。他将利用这个机会同中方开

展对话，“争取得到坚定支持”。

外祖父是吕姓华人
为有中国血统自豪

菲律宾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

邻邦，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

关系。目前在菲约有 200 万华侨

华人。杜特尔特说：“帮助菲律

宾，也是在帮自己的华人兄弟。”

“我外公就是华人，只有中国才

会帮助我们。”杜特尔特很诚恳地说。

杜特尔特出身政治世家，其

外祖父是一位吕姓的菲律宾华

人，其父亲曾任达沃省省长，其母

亲是一名有华裔血统的教师。在

担任达沃市市长期间，杜特尔特

曾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也有中国血统，我的外祖父是

中国人，中国人很久以前就来到

了菲律宾，他们在这里扎根，辛勤

地工作，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与其他华

人一样，我也加入了菲律宾国籍，

但我为有中国血统感到自豪。”

综合新华社、央视消息

16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同

“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

作倡议”成员国领导人对话会在

印度果阿举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

统祖马、巴西总统特梅尔、俄罗

斯总统普京以及斯里兰卡总统

西里塞纳、孟加拉国总理哈西

娜、不丹首相托杰、尼泊尔总理

普拉昌达、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

季、泰国政府代表等共同出席。

与会领导人围绕“金砖国家

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

合作倡议’成员国：充满机遇的

伙伴关系”这一主题进行讨论，

共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发展合作。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金砖

国家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

技术合作倡议”成员国同属发展

中国家大家庭，在维护世界和

平、守卫地区安全方面有着共同

愿望，在发展本国经济、改善民

生福祉方面有着共同需求。“环

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

倡议”成员国都是中国的好朋

友、好邻居、好伙伴，长期同中国

保持友好关系和密切合作。中

国人民和孟加拉湾沿岸各国人

民的友好情谊历久弥坚。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前所

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携

手并肩，共同努力。要加强政策

沟通和协调，实现优势互补，推

动地区经济融合。要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和“环孟加拉湾多领

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有关规划

有机对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

互联互通，努力实现共同发展。

要推进民间友好往来，加强地

方、媒体、智库、青少年等各层面

交流，厚植伙伴关系基础。

17 日，在结束对柬埔寨王

国、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国事访问

并出席在印度果阿举行的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后，习近

平回到北京。 据新华社

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
“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
合作倡议”有关规划有机对接。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成员国领导人对话会

习近平：推动“一带一路”与“环孟加拉湾”对接

“我外公是华人，只有中国才会帮我们”
昔有阿基诺夫人福建寻根 今有杜特尔特亲密访华

杜特尔特总统此次访华，传递

出中菲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

轨的强烈信号。

众所周知，在西方一些国家和

势力的鼓动下，菲律宾前政府挑起

所谓“南海仲裁案”的闹剧，让中菲

关系蒙上阴影。让中菲两国人民

感到高兴的是，杜特尔特总统上台

后，摒弃了阿基诺三世政府在南海

问题上的做法，重拾对华友好。

菲律宾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

邦，中菲有着上千年的友好交往历

史，坦诚相对、亲善友好始终是主

流。菲律宾苏禄国东王不远万里来

华访问的故事被传为佳话，菲律宾

前总统阿基诺夫人曾专门到福建省

寻根问祖。而当前，中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日益深入人

心，中菲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潜力

巨大。杜特尔特总统访华是一次有

远见的外交安排，舆论普遍认为，中

菲关系重回正轨正当时。

中菲关系 重回正轨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