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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19 年南山“十大优秀青工”

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街道总工会、区总直管工会：

2019 年 8 月，值此改革开放 40 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全面推进的关键时刻，国家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赋

予了深圳重大历史任务。南山区总工会借深圳荣膺新使命之

际，举办南山“十大优秀青工”评选活动，深入挖掘南山区

各行业、各领域优秀青年工作者典型，展现南山青年工作者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风采和精神风貌，号召广

大青年工作者为南山创建世界级创新型滨海中心城区建功

立业，为深圳高质量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展现

南山青工担当，贡献南山青工智识。现将有关评选事项通知

如下：

一、评选主题

新时代 新南山 新青工

二、评选时间

2019 年 9 月-12 月

三、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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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办单位

深圳市南山科技事务所

（三）评选工作组委会

1.领导小组

组 长：

路玉萍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

副组长：

陈小桐 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陈 忠 区总工会副主席

吴 超 区总工会副主席（挂职）

王经昌 区总工会副调研员

漆 染 区总工会副主席（兼职）

2.组员：

各街道总工会主席、区总直管工会主席

3.专家评委：

行业专家、企业高管、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媒体代表等。

评选工作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南山区总工会组宣部。

四、评选办法

通过分层发动、单位提名、组织上报等方式宣传动员，

坚持“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结合初评、实地考察、

终评等环节对参评对象进行专业、综合考评，最终评选出 10

名 2019 年南山“十大优秀青工”，在南山区第十四届青工文

化节启动仪式上进行隆重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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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评对象

（一）南山区在职青年工作者（需在本单位连续工作 2

年以上），含企业、社会组织等从业人员，年龄不超过 35 周

岁（1983 年 9 月 1 日之后出生）；

（二）参评对象所在单位已成立工会组织，或单位有意

愿并承诺在半年内组建工会；

（三）以下人员不参与本次评选：曾获得过南山“优秀青

工”、“最美青工”或“十大创新工匠”荣誉称号的；机关、事业

单位在编人员。

六、参评原则

（一）德才兼备原则。参评对象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无违法违纪行为。同时在工作岗位上有作为、有

实绩、有贡献；

（二）面向基层和工作一线原则。推荐评选对象重点面

向基层、面向工作一线，面向社会各个阶层；

（三）群众拥护原则。坚持自下而上，走群众路线，确

保推荐评选对象在本单位、本行业、全社会有模范引领作用。

七、参评条件

参评人须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无违法违纪行为。在单位、

行业里作出较大成绩，或在南山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

社会建设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为南山创建经济大区、科技

强区、创新高地和幸福南山、和谐南山等作出积极贡献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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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优秀青工，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有良好的职业精神，热爱本职工作，踏实、勤

奋，有担当。在平凡的一线工作岗位或脏、苦、累、险等岗

位上作出突出贡献，起到模范作用、为单位树立了良好形象。

（二）在某一技术领域努力钻研，具有娴熟、突出的技

术与超群的技能技巧，有丰富的研究或实践经验。在技术革

新、技术攻坚、技能比赛、技艺传授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属专业骨干或行家里手。

（三）具有与时俱进、勤于探索、勇于实践的改革创新

精神。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产业化、科

技金融、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有创新能力和成果。或推动

技术、行业、学科的创新发展，取得明显经济、社会效益。

在各行业、领域的改革发展、破旧立新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四）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维护社会稳定、

增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志愿服务、促进公

益事业发展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尤其是如见义勇为、助

人为乐、抢险救灾、扶贫济困、在突发事件中作出贡献等典

型、突出、感人事例，体现中国传统美德和良好社会风尚，

获得社会广泛认同的。

八、流程安排

（一）宣传推广（9 月中旬）

1.系统通知。下发评选通知至各街道总工会、区总直管

工会、社区工联会、基层工会等工会系统，动员各级工会组

织青工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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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媒体宣传。通过主流报纸媒体、大型门户网站、微信

公众号等多渠道宣传推广，扩大影响力，提升知晓度，营造

舆论氛围。

（二）报名征集（9 月下旬-10 月 10 日）

1.单位提名。各有关单位可通过组织遴选或个人自荐方

式，确定本单位推荐参评的人员，提交材料至所在街道总工

会或所属区总直管工会。

2.组织上报。各街道总工会、区总直管工会负责本辖区、

本系统参评人选的汇总和材料核实工作，确定本街道总工会、

区总直管工会推荐参评人选，报区总工会评选工作组委会。

（三）初评（10 月下旬）

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委对参评人的书面推荐材料进行评

审、打分，评选出 20 名候选人晋级下一轮评选环节。

（四）实地考察（11 月上旬）

组委会到 20 位候选人工作单位进行走访，对候选人在

工作岗位中的表现进行考察。同时向卫健局、公安局机关核

查 20 名候选人是否有违法违纪行为，如果有，则取消其参

加终评的资格，按初评分数排名递补。

（五）青工训练营（11 月中旬）

对晋级的 20 位候选人进行集中培训和后期一对一个性

化咨询辅导，提升候选人舞台演讲与展现能力。

（六）终评（11 月下旬）

终评包含网络投票和现场展示两个部分。网络投票持续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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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展示形式可多元，青工可结合视频、PPT、个人作

品展现、演讲等形式展开。组委会将邀请行业专家、企业高

管、两代表一委员、媒体代表等组成专家评审团，同时邀请

大众评委进行现场投票、评选。

（七）结果公示（12 月上旬）

终评排名前 10 的为本次“十大优秀青工”评选活动的

拟获奖者，报区总工会党组会审定后，在蛇口消息报及“南

山工会”微信公众号上公示 5 个工作日。

（八）宣传表彰（12 月下旬）

为 10 位获奖者拍摄视频，同时制作评选活动宣传册、

海报，在南山区第十四届青工文化节启动仪式上授予 10 位

获奖者南山“十大优秀青工”荣誉称号，进行隆重表彰。

九、奖励办法

1、授予前 10 名 2019 年南山“十大优秀青工”荣誉称

号，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

2、对第 11-20 名候选人颁发 2019 年南山“十大优秀青

工”提名奖证书；

3、对评选过程中工作表现突出的优秀基层工会组织，

给予优秀组织奖。

十、有关要求

(一)推荐流程

1.单位提名。各有关单位可通过组织遴选或个人自荐方

式，确定本单位推荐参评的人员，提交材料至所在街道总工

会或所属区总直管工会。同一家单位申报人数不超过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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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上报。各街道总工会、区总直管工会负责本辖区、

本系统参评人选的汇总和材料核实工作，确定本街道总工会、

区总直管工会推荐参评人选，报区总工会评选工作组委会。

各街道总工会、区总直管工会广泛宣传动员，积极推荐

优秀青工参评，其中各街道总工会分别上报不少于 6 人；教

育工会、卫健工会各上报不少于 3 人；其他区总直管工会至

少上报 1 人。

（二）材料报送要求

各街道总工会、区总直管工会于 10 月 10 日 18:00 前将

本街道、本系统上报的参评人员纸质版及电子版推荐材料报

送至南山区总工会评选工作组委会。

1.纸质版资料

（1）附件 1：2019 年南山“十大优秀青工”推荐表（一

式三份，盖工会章）；

（2）附件 2：2019 年南山“十大优秀青工”参评人员

汇总表。

2.电子版资料

（1）附件 1：2019 年南山“十大优秀青工”推荐表（需

附电子证件照）；

（2）附件 2：2019 年南山“十大优秀青工”参评人员

汇总表；

（3）参评人员获奖证书及有关证明材料扫描件（PDF、

JPG 格式）；

（4）参评人员生活及工作照片 2-4 张（要求 2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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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区总工会：李振赞 26542103、13128728088

承办单位：薛 川 18124768384

附件：1.2019 年南山“十大优秀青工”推荐表

2.2019 年南山“十大优秀青工”参评人员汇总表

深圳市南山区总工会

2019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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