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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

1.《铸牢工匠之魂 在逐梦航天强

国中贡献智慧力量》（高凤林，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 211厂）

2.《初心报国 匠心逐梦》（洪家光，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

任公司）

3.《弘扬工匠精神强化技能人才培

养的实践与研究》（刘伯鸣，中国一重

集团有限公司铸锻钢事业部水压机锻

造厂）

4.《关于如何发挥工匠领衔作用

推进大飞机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育的

研究》（王伟，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

限公司零件加工中心）

5.《投身产改提素质 技能强国我

担当》（刘云清，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

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6.《育工匠搭平台畅通道 着力打

造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王树军，潍柴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发挥工匠人才作用 提升中国

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杨金安，中信重工

铸锻公司）

8.《技能创新工作室人才培养实践

与模式探讨》（潘玉华，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

9.《殷殷嘱托记心间 踔厉奋发献

石油》（谭文波，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

工程有限公司试油公司）

10.《与企业共成长 与时代同进步

——新时期建筑企业劳模工匠培育和

建功立业的思考》（彭祥华，中国中铁二

局二公司）

11.《践 行 工 匠 精 神 永 攀 建 筑 高

峰》（陆建新，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一等奖

1.《大国工匠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的重要力量》（王道勇，中共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

2.《安徽省工匠人才建设发展的探

索与思考》（徐发成，安徽省总工会）

3.《探索“工匠”密码 推动制造业

转型升级》（山东省潍坊市总工会）

4.《传承湖湘文化 弘扬工匠精神 把

总书记为湖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

好现实》（周农、何俊峰，湖南省总工会）

5.《创新探索新时代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思想路径》

（彭维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二等奖

1.《突破职业教育发展瓶颈 厚植

大国工匠沃土》（李长安，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高春雷，北京市工

会干部学院）

2.《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学习好传承好弘扬好》（王子洋，河北

省地质调查院）

3.《精心育“匠”助力振兴》（陈志

军，吉林省直机关工会工委）

4.《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国工匠

的“孵化器”》（郭秋萍、邹卫民，上海工

会管理职业学院）

5.《以提升职业技能水平为切入

点 深入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金文峰，浙江省嘉兴市总工会）

6.《创新打造“齐鲁工匠”品牌 加

快培育高素质产业工人大军》（刘贵堂，

山东省总工会）

7.《以新时代工匠方阵引领“技能

豫军”打造》（寇武江，河南省总工会）

8.《弘扬劳模精神是新时代高职院

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瞿

彦剑，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9.《关于新时代深化工匠技能人才

培育工作的思考——基于广东的实践

与探索》（广东省总工会研究室）

10.《完善工匠精神培育体系 为实

现制造强国注入强劲动力》（吴小芳、孙

中伟，华南师范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研

究中心；张祖耀、徐喜溶，广东省总工会

经济工作部）

11.《制造强国战略下“大国工匠”

型人才培育问题与对策研究》（牟丽娇，

重庆科技学院）

12.《关于四川省劳模工匠高技能

人才发展状况的调研报告》（尹超、管

雷、安恒、谢详，四川省总工会课题组）

13.《试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与“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青

藏铁路精神的协同弘扬》（宋连申、田

皓、洛桑次仁，西藏自治区总工会）

14.《宁夏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劳动者大军情况的调研报告》（宁

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研究室）

15.《加强铁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为

新时代铁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

障》（王秋荣，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

三等奖

1.《完善体现技能价值激励导向的

薪酬分配制度》（王霞、王宏，中国劳动

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

2.《优化“双元”培训机制 构筑技

能劳动大军》（冯喜良，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邱婕，华东师范大学；罗荣波，中国

工人出版社）

3.《世界各国工匠精神的比较研究

及对我国工匠精神重塑的启示》（唐鑛、

卢衍江、刘华，中国人民大学）

4.《天津市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现状及作用发挥情况的调

研报告》（张家翔，天津市总工会）

5.《工匠技能人才助力河北高质量

发展对策研究》（河北省总工会）

6.《以工匠学院为牵引 努力建设山

西高素质技能人才梯队》（邱恒昌、耿建

华，山西省总工会工运理论研究中心）

7.《实施“深蓝计划”打造“金普技

军”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国家级新区

力量》（闫为宁，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

总工会）

8.《厚植工匠文化 涵养工匠精神》

（赵娜，吉林省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

学校）

9.《抓牢“五个环节”弘扬“三个精

神”建设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王晓

霞、赵得屾，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总工会）

10.《选树“上海工匠”打造系列品

牌 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大军》（上海市总工会）

11.《新时代上海工匠人才培育困

境与消解——基于工匠终身学习需求

调查分析》（顾洋、张凌、赵安琪，上海开

放大学）

12.《关于加快培养技能人才的路

径思考》（钮友宁，江苏省总工会）

13.《弘扬工匠精神之杭州实践》

（郑荣胜，浙江省杭州市劳模工匠协会）

14.《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产业工人队伍的路径优化》（刘若

实，浙江省总工会干部学校）

15.《论地方工会培育工匠人才的

理论依据与实现路径》（邵月娥，安徽省

总工会干部学校）

16.《关于福建省技术工人队伍建

设的实践与思考》（福建省总工会）

17.《浅析企业荣誉管理体系的建

构——以南昌印钞有限公司实践为例》

（龙铭、刘韩沛，南昌印钞有限公司）

18.《浅析强化工匠培育与城市发

展的叠加路径——以青岛市为例》（潘

思晓，山东省青岛市总工会）

19.《大国匠心 心心在艺》（扶羿

华，湖南省娄底市税务局）

20.《拂春匠心绿华夏 扬帆匠魂盛四

海》（唐艳丽，湖南永州宁远县第一中学）

21.《共同富裕背景下技术工人待

遇提升面临的问题及路径探析》（王贯

军，广东省总工会研究室）

22.《扎实推进“三匠”行动 厚植工

匠成长成才沃土》（唐御伦、吴佳晋，重

庆市总工会研究室）

23.《四川省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研究——基于省属国有企业的视角》

（王诚、曹继蓉、蒋云波，四川省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基于弘扬工匠精神的实践及

其成效研究》（杨华，贵州梅岭电源有限

公司工会）

25.《陕西省国防系统培育选树大

国工匠的实践与思考》（贾莹、唐晓峰、

何浩斌，陕西省总工会）

26.《选树“陇原工匠”弘扬工匠精

神 助推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企业职

工双受益》（曾朝政，甘肃省总工会）

27.《积极推进“创新联盟”建设 充

分发挥劳模工匠引领作用》（郑黎、唐海

军，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28.《弘扬“工匠文化”建设航天强

国》（郭大勇、任丽丽、慈姗姗，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29.《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 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

大国工匠》（李悦群、李珂，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

30.《西方文化中的工匠与劳动思

想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启示》（曹凤月，中

国劳动关系学院）

优胜奖

1.《新时代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发

展》（李辉，南开大学）

2.《忠诚担当砥砺匠心 揽新奋发

行稳致远——国网天津电缆公司弘扬

“三个精神”加强劳模工匠培养的探索

与实践》（靳春鹏、高嘉欣，国网天津市

电力公司电缆分公司）

3.《培育传承 微光聚能 以劳模精

神点亮新时代奋斗新征程》（杜颖康，国

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

4.《不忘初心塑匠人 牢记使命铸

匠魂——浅谈劳模工匠有力助推企业

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王庚新，中国石

油大港油田公司第三采油厂）

5.《职工创新工作室联盟建设的探

索与实践》（张国栋，河北省唐山市总

工会）

6.《打造“工匠型”技能人才队伍

夯实“制造强市”建设之基——关于“工

匠型”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调查与思

考》（王萌萌，河北省保定市总工会）

7.《让工匠精神成为我们的共识》

（夏立，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

8.《职业教育要注重学生工匠精神

的培养》（刘亚梅，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

职业技术学校）

9.《承德钒钛建设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职工队伍的探索与实践》（田海

霞，河北省承德钒钛公司）

10.《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大国工

匠》（戴世强，吉林省工会干部学校）

11.《弘扬工匠精神 壮大龙江高技

能人才队伍》（王朋雨，黑龙江省总工会）

12.《时代呼唤工匠精神》（吴晓，浙

江省台州市总工会）

13.《“四步法”培育选树电力工匠

的探索与实践》（陈明锋、郑娟娟、曹辉，

国网温州供电公司）

14.《关于培养更多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的探索与

思考——以三明“两推三促”力促技能

和人才双驱动为切入》（刘有端，福建省

三明市总工会）

15.《精心培育工匠人才 大力弘扬

工匠精神 以匠心匠艺匠造托举中国梦

强国梦》（王义朴，山东省淄博市总工会）

16.《关于工匠学院建设模式探究

——以威海工匠学院为例》（吴宏飞、王

庆文、陈超，山东省威海市总工会）

17.《工匠精神视域下应用型高校

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耿艳丽、董艳艳，

山东管理学院）

18.《对新时代工匠精神的思考》

（胡琰菲，河南省财贸轻纺烟草工会）

19.《探索推动地方人大出台法规

性决定 增强弘扬“三个精神”的法治保

障》（湖北省总工会）

20.《弹好劳模工匠培育“四部曲”

助力建设现代化新永州》（乐家茂，湖南

省永州市总工会）

21.《充分发挥工会独特作用 推动

完善大国工匠培育制度体系》（邹瑞琼，

湖南省总工会干部学校）

22.《“大先生”的工匠精神——以

中南大学教师典型为例》（殷悦、苏鹤

立，中南大学）

23.《新时代高职院校劳动精神培

育的价值样态与路径探析》（龚绍波，湖

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24.《鲁班文化育人理念下土建类

高职“双创”人才培养创新研究》（黄达

颖，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25.《羊城扬帆 工匠远航》（广东省

广州市总工会）

26.《三轮驱动建设“三型”劳动者

大军 为推动东莞制造业向高端迈进提

供坚实支撑》（广东省东莞市总工会）

27.《工会在弘扬工匠精神方面的

问题和对策研究》（马媛媛、黄曼，广东

省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

28.《凝聚建设壮美广西的“匠心”力

量》（谭冰心，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

29.《点燃技术人才火炬之光 照亮

创新生态之城》（王粒亚，重庆市南岸区

总工会）

30.《工匠文化与工匠精神的深层

意蕴——从劳动价值教育谈起》（钟万

芳，重庆市永川萱花中学校）

31.《彰显更大担当作为 培育更多

大国工匠》（甘涌，云南省总工会）

32.《挖掘传统文化 弘扬工匠精神》

（周毛吉、李以泓、蔡秀清，西藏大学）

33.《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踔厉践

行“援藏精神”》（柳杨，西藏技师学院）

34.《充分弘扬三种伟大精神 发挥

典型示范引领作用》（邱婷，西藏技师

学院）

35.《探 索 工 匠 精 神 融 入 技 师 学

院人才培养路径》（王艺林，西藏技师

学院）

36.《陕西省培育工匠人才的实践

探索——以企业优秀班组长素质能力

提升培训为例》（白杨、王萍，陕西工运

学院）

37.《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弘扬

工匠精神》（王冰，陕西省西安计量技术

研究院）

38.《浅析如何在重大工程项目组

织开展劳动技能竞赛培养选树工匠技

能人才》（滕伯智，中国水电四局）

39.《依托“大国重器”建设打造工

匠人才队伍的探究》（王伟业、滕伯智，

中国水电四局）

40.《锚定奋斗目标 激发创新热情

依托职工创新工作室加快产业大军建

设——对北京局集团公司工会职工创

新工作的思考》（王鹏，中国铁路北京局

集团有限公司）

41.《劳模工匠联盟协同创新的研

究与实践》（吴松涛，中车常州车辆有限

公司）

42.《打造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海港样板”的实践研究》（蔡琳

琳、陈晓波、戎晨珊，浙江省海港集团、

宁波舟山港集团工会）

43.《大力弘扬“三个精神”实施

“三个全面”工程 建强工匠人才队伍》

（中国宝武工会）

44.《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 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

大国工匠》（乔东，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45.《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的时代特征与理论底蕴》

（郭宇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46.《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培育大国

工匠的制度优势》（赵明霏，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

47.《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的重

要论述的四重意蕴及其实践意义》（李

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48.《论大国工匠文化及其根本遵

循》（安红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49.《发掘方技文献中的工匠史料》

（范晓婧，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50.《贯彻落实贺信精神 加强工会

系统“互联网+”线上技能平台建设》

（吴培宁，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首届大国工匠论坛组委会
2022年8月31日

首届大国工匠论坛主题征文获奖名单
按照《首届大国工匠论坛活动方案》安排，首届大国工匠论坛组委会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5 日组织开展了主题征文活动，共收到征文 473 篇。

在组织专家评审的基础上，经组委会复审、复核，评选出特等奖 11篇、一等奖

5篇、二等奖 15篇、三等奖 30篇、优胜奖 50篇。现将获奖名单通报如下（按行

政区划和单位序列排序）。

本报记者 吴铎思 实习生 徐鹏威

当发生劳动争议时，微信聊天记录

作为一种电子数据也可成为“呈堂证

供”。近期，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结了几起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引发

的劳动争议案件，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有

效证据，发挥了重要作用。

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工资情况

依某在乌鲁木齐一餐厅做厨师。

2019 年 11 月，依某在下班前往职工宿

舍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受伤，其所在餐

厅营业执照登记经营者为白某，实际

经营者为阿某，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发生纠纷的情况下，依某经仲裁后提

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餐厅存在劳动

关系。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认为，

要确认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从劳

动关系的本质和构成要件出发，对建立

劳动关系的合意、提供劳动情况、用人

单位是否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劳动报酬

的支付等方面进行考量。根据依某提

供的微信转账记录和以餐厅名义出具

的 工 资 证 明 等 可 证 明 依 某 在 餐 厅 工

作。一审判决依某与餐厅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二审维持原判。

形成证据链才能起到理想效果

徐某江也是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的情况下，通过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等证

据确定了劳动关系。

2019 年 5 月，徐某江在陈某桃注册

的造型店从事美容美发师工作。2021
年 1 月，徐某江因被拖欠工资提出离

职。2021年 4月陈某桃注销造型店。徐

某江经仲裁后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与造

型店的劳动关系。

法院认为，徐某江提交的社区证

明、暂住证到期统计表、微信聊天记录、

录像、照片等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印

证其从事的是造型店安排的有报酬的

劳动，且其提供的劳动亦是造型店业务

的组成部分，符合劳动关系建立的基本

特征。

微信聊天记录若不能与其他证据

形成证据链，则可能起不到理想的效果。

2021 年 5~8 月，樊某元在某搬迁公

司从事司机工作。2021 年 8 月 25 日，

樊某元因故受伤引发纠纷。樊某元经

仲裁提起诉讼，要求确定与搬迁公司

的劳动关系。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理

后认为，樊某元提交的微信记录截屏、

通讯录等无相应的证据印证，不能证明

双方之间存在实际的用工关系。樊某

元提起上诉，二审期间提交新的证据共

12件，上诉理由最终被法院支持。

如何成为有效证据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的决定》中明确了电子数据

可作为证据举证。但并非所有的微信

聊天记录都可作为“呈堂证供”使用。

收集电子数据的程序、内容、方式等直

接决定了该证据自身的真实性、合法

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

重庆市捷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峥表

示，使用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应尽量

保障在提交证据时提供原始载体，要能

证实微信聊天双方的身份就是案件当事

人，不可随意更改删除聊天记录，要保证

其完整性。王峥还提醒，涉及工作、工资

的微信聊天记录要谨慎使用清理功能，

如到公证处公证或依托正规电子证据保

全公司保全，自行备份或者截屏保存的

微信记录可能面临不被采纳的风险。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如何证明劳动关系——

这些微信聊天记录可作为“呈堂证供”

本报讯（记者刘旭）辽宁大连某汽

车公司以私自维修客户车辆为由，解

雇售后机电维修技师肖爽，引发劳动

纠纷。 8 月 23 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

民法院判定，企业解除与肖爽的劳动

关系不合法，应给付相关赔偿金 20 余

万元。

2005 年 5 月 23 日，肖爽入职该汽

车公司。2013 年 8 月 30 日，肖爽与该

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任车

间技术员。

2020 年 6 月 18 日，上班时间前，一

名客户来到车间询问肖爽一个机器按

钮的功能。正在进行准备工作的肖爽

告诉客户等上班后询问一下客户经理，

随后在“出库单”上签字，备注为“客户

咨询”。客户持“出库单”开车离开。

当天下午刚上班，肖爽便接到单位

人力资源部的书面通知，称因他涉嫌

“无顾问派单的情况下，违反工作流程，

擅自维修客户的机器，导致客户在无维

修记录的情况下，擅自为客户出具‘出

库单’，致使客户离场”。公司认为肖爽

的行为严重违反单位的规章制度，即日

起予以辞退处理。

肖爽申请劳动仲裁。因为单位提

供了《职工手册》、肖爽签名的“出库

单”，认定肖爽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

单位作出的除名决定符合规定，仲裁裁

决驳回肖爽的申请。

肖爽委托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

事务所律师将该汽车公司起诉到大连

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单位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并给付自己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双倍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售后部主管

人员拿着“出库单”去财务盖章并交给

保安，视为主管人员认可“出库单”上

载明内容，同意车辆放行，同时企业方

没有举证肖爽私自维修客户车辆，不

能证明他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因

此，法院判定给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 20 余万元。

企业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雇老员工
法院判企业举证不充足解雇违法

民警“摆摊”讲反诈
8月23日，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回溪公园，城北派出所民警和反诈队员一起“摆

摊”，通过流动“反诈铺子”向群众普及反电信网络诈骗常识。 田双双 摄/人民图片

 
























































本报讯（记者卢越）8 月 30 日，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联合发布《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

件 适 用 刑 事 诉 讼 程 序 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进一

步 规 范 信 息 网 络 犯 罪 案 件 的 办 理 程

序，为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提供有力司

法保障。

针对信息网络犯罪往往是远程匿

名实施的特点，为方便被害人报案，《意

见》依法确定多个管辖连接点，规定信

息网络犯罪案件的犯罪地包括用于实

施犯罪行为的网络服务使用的服务器

所在地，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在地，被侵

害的信息网络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

犯罪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者其

他涉案人员使用的信息网络系统所在

地，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以及被害人

财产遭受损失地等。

针对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中普遍存

在证据材料数量特别众多且具有同类

性质、特征或者功能的情况，《意见》允

许在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的

情形下，按照一定比例或者数量选取

证据。

为加大信息网络犯罪案件追赃挽

损力度，《意见》规定公安机关要全面收

集证明涉案财物性质、权属情况、依法

应予追缴、没收或者责令退赔的证据材

料，检察机关要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人

民法院要依法作出处理，以有力促使涉

案人员退赃退赔。

“两高一部”联合发布意见

依法惩治信息网络犯罪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