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个日夜全记录
区发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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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克时艰“疫”战到底

全线出击疫情防控、
经济发展
“双战场”

疫 情 就 是 火 线 ，防 控 就 是 战
场。自疫情防控以来，区发改局紧
密部署、迅速响应、积极行动，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区关于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部
署要求，坚守重大项目阵地、严守
金融风控防线、恪守服务企业职
责，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保持攻坚
态势、保持坚定决心，用科学复工
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
能，慎终如始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
作，克难奋进抓紧抓好经济社会发
展，努力确保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两手硬、两战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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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开工重大项目——阿里巴巴达摩院南湖项目效果图

抓项目 优审批 全力保障项目复工复产
3 月 3 日，全省举行扩大有效投资重
公路临平段改建工程、城西第一初级中
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杭州市分会场设
学、良渚医院整体迁建项目、三角安置
在我区阿里巴巴达摩院南湖项目现场，
房、阿里巴巴浙江云计算数据中心仁和
我区参加此次集中开工活动项目共 10
项目等在内的 60 个重大项目，每个项目
个，总投资 178.74 亿元，项目数量和投资
安排驻企服务员，实现一对一解难、手把
额均列全市首位。
手助力。
以疫情防控为前提，区发改局紧盯
此外，区发改局调动项目所在地镇
“开门红”目标任务，统筹抓好项目投
街协助统筹安排隔离场所，帮助解决住
资各项工作，切实加强全区固定资产投
宿保障等突出问题，调动区内钢筋、混凝
资及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动企业复工
土等原材料供应商，加强同区外上游企
复产和投资进度，有效对冲疫情对经济
业联系，加大原材料供给和运输保障力
发展的负面影响，确保一季度平稳开
度。针对项目业主提出的口罩等物资不
局。
足的问题，通过多方协调防疫物资，全力
为保障区重点项目顺利复工，区发
助推重点项目复工复产。
改局科学制定项目复工安排计划，建立
与此同时，区发改局在疫情期间实
完善重大项目驻企服务员制度，针对 38
现立项网上申报、网上审批、网上办结
个省市重点续建项目进展实际情况，积 “不见面”审批，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投
极对接指导，帮助解决突出问题，目前，
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3.0 系统、工作
我区所有省重点续建项目已全部完成项
钉钉群等方式手段，加强同规资、住建、
目复工备案。同时，排定包括沪杭高速
属地镇街等部门共享，采用容缺审查、电

优服务 强保障

立项网上申报、网上审批、网上办结
实现“不见面”审批
子先审、承诺制等方式服务项目全过程
审批。同时，以电话咨询答疑、微信钉钉
在线沟通、网上提前预审、资料快递进件
等工作形式，最大限度压减办理材料、办
理环节、办理时间，以更快速度、更高效
率做好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服务各项工
作。

杭州安泰医纺有限公司位于仁和街
道，主要生产医用防护服和隔离床罩，
是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疫情防控以
来，安泰医纺在生产防疫物资方面遭遇
流动资金紧缺的困难，为保障企业正常
生产与防疫物资供应，区发改局协调中
国银行余杭支行与余杭金控集团旗下的
余杭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上门服务企
业、现场办公决策、制定专项授信方
案。在区发改局的迅速协调下，各金融
机构精诚合作、急事急办，利用线上办
公完成报告上报审批，仅用两天时间成
功为企业申请授信总量 350 万元，先行
投放 200 万元，切实解决防疫企业资金

疫情防控作为“前方战场”，必须始
终盯紧看牢、严防死守、精准施策。经济
发展作为“后方阵地”，也要始终抓牢抓
好、落实落细。2 月伊始，区发改局便与
区委政研室、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组
成课题组，着手谋划新冠肺炎疫情分析
课题，进一步突出工作前瞻性、针对性、
有效性，对疫情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发
展问题早分析、早谋划、早应对，切实做
好参谋研判。
经过走访调研、资料整理、数据搜
集，课题组围绕疫情对我区一季度及全
年经济运行影响，从三大产业、三大需
求、三大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进行深入

切实筑牢金融风控防线

紧缺困难，全力保障防疫物资生产供
应。
企业复工复产期间，区发改局以金
融保障为要求，密切关注区内企业融资
需求，特别是加强对防疫重点企业与小
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联合区内金融
机构建立专项协作机制、强化金融服务
帮扶，推动全区金融机构成立“企业抗疫
金融帮扶小组”，建立“双对接双确保”金
融惠企协同机制，多渠道收集企业融资
需求，协调金融机构跟进对接，累计对接
融资需求企业 8 批共 313 户，共计贷款
81.94 亿元。

分析，并结合我区产业结构特点和重点
平台情况，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进行比
较。报告从近期和中长期两个层面，提
出坚定全年发展目标不动摇、打好复工
达产组合拳、抢抓产业变革机遇再创余
杭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等三方面的对策建
议。课题成果得到区主要领导的批示肯
定。
同时，区发改局牵头，围绕惠企政策
“零断档”
、项目推进“零阻碍”
、企业办事
“零接触”
、服务企业“零负担”等四方面，
研究分析我区在疫情期间全力打造营商
环境的经验做法及问题建议，助力复工
复产
“加速度”。

解难题 破困局 对口帮扶加速脱贫攻坚

助力企业平稳有序复工

记者从区发改局了解
防控指挥部有序复工专班工
到，截至 3 月 16 日，列入杭
作，并派驻干部参与防疫和
州 市 统 计 的 48121 家 企 业
复工热线解答，为企业复工
中，企业复工率超 99%，已
及抗击疫情问题提供细致、
复 工 856396 人 ，到 岗 率
耐心、专业的答疑服务。针
95.93% 。1198 家规模工业
对疫情形势，区发改局结合
企 业 已 全 部 复 工 ，到 岗 率
原有政策，配合余杭区疫情
94.53%；1562 家规上（限上）
惠企政策，加快提前兑现部
服务业企业已全部复工，到
分企业楼宇、总部经济政策，
岗率 97.20%。在帮助企业
并针对小微企业降低贷款融
平稳有序复工期间，区发改
资成本，推出单户高达 100
局主动介入、积极服务，重
万元的贴息等金融支持政
点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及优
策，助力企业渡过难关。同
上线“亲清在线”全市首个区县政策
惠扶持政策兑现工作。
时，围绕楼宇园区等人员集
的 企 业 ，公 司 行 政 部 经 理 范 红 娟 说 ： 聚地复工期间的防疫物资准备、员工返
3 月 9 日，区基本电费补贴政策在全
市
“亲清在线”
平台上线，
成为
“亲清在线” “45000 多元的基本电费补贴实时兑现
杭后生产生活、企业防控基础设施等内
了。
”
据了解，
目前，
全区已有 630 家工业企
平台上线的首条区县惠企政策，
区发改局
容，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帮助企业
业登录
“亲清在线”
平台，
线上申兑基本电
及时对接区基本电费补贴政策上线事宜，
和商户对接落实相关扶持政策，并深化
费补贴 375万元。
为余杭企业基本电费补贴实现在线快速
“三服务”，助企开复工，合力安排驻企服
此外，为加快服务业企业复工复产
兑付。四通新材料公司是首家通过
“亲清
务人员，将企业“三服务”范围再扩面、程
在线”
数字平台实现电费补助
“码上兑现” 审核，区发改局派出业务骨干赴区疫情
度再加深。

强监管 重支持

谋思路 定举措 做好疫情防控课题研究

台江县“妈妈制造”苗手工产业帮扶
项目顺利复产
2018 年，作为余杭东西部扶贫协作
的重点工作之一，贵州天柱县人民政府
与余杭服装龙头企业华鼎集团签订服装
产业合作协议，由华鼎集团提供创业团
队培训、机器设备和订单支持，天柱县提
供员工培训、生产厂房和配套服务，带动
天柱服装产业起步发展。在前期培育一
批本地小工厂的基础上，2020 年，天柱县
华鼎服装产业园建成、华鼎新工厂投用，

努力实现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脱贫。
我区对口帮扶的天柱县的华鼎新工
厂在投入使用过程中，受疫情影响，企业
招工和群众就业面临着诸多障碍。在天
柱县东西部扶贫协作专班的牵头下，工
作人员化身“红娘”进村入寨，将岗位信
息送到群众中，组织群众参观新工厂，让
企业和群众面对面，积极为企业找工人、
为工人找岗位。
而在贵州台江县，帮扶工作组返回
当地的第一天，就实地踏看帮扶项目现
场，摸底掌握帮扶项目复产复工进度，深
入了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部署下一步
复产复工工作。工作组重点对余杭扶贫
产业园革一园区复产过程中燃气供应难
题、余杭扶贫产业园方黎湾园区招工问
题逐一分析研判，帮助运营主体出政策
定举措，确保项目平稳复产。截至目前，
14 个产业项目已全部复产，2019 年 2 个
未完工项目已全部复工，
“ 妈妈制造”苗
手工产业帮扶项目和余杭扶贫产业园方
黎湾园区箱包厂项目已顺利复产。

践初心 担使命 全线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
号角一响，冲锋在前。在抗击疫情
这场看不见战火和硝烟的战斗中，区发
改局全局干部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坚守
战“疫”一线。根据工作职责及干部业务
特长，五个疫情防控专项工作组一直坚
持服务基层、服务一线。
“大年初四我们组成了价格巡查小
组，赴大型商超、药店了解粮油、肉禽蛋
等民生商品，以及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用
品市场价格和供求情况。”区发改局价格
管理科负责人沈寅峰介绍说，
“ 疫情期
间，价格巡查小组及时对接区内 14 个价
格监测点，并进行了工作布置。”三人组
成的价格巡查小组中有一位女同事今年
马上就快退休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该同事主动请缨、认真履职，坚守在保民
生一线。
此外，企业排查小组成员深入企业，
检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协助企业
加强防疫宣传和排查；楼宇企业疫情防
控排查小组成员会同属地街道走访排查

价格巡查组每日赴各大菜场、超市、
药店进行价格巡查，规范市场行为
楼宇企业；镇街走访小组成员督促指导
各平台、镇街落实好企业排查管控工作，
帮助镇街解决工作中存在问题；村社排
查小组的党员干部就近加入临时党支
部，党员们亮出身份、奋战一线，积极承
担起外来人员排查、居家医学观察人员
管控等各项工作，全心全意助力疫情防
控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