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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防疫红线 紧抓企业产线 细抓服务在线

打好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组合拳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经济发展总体战，余杭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抓牢“疫情防控”安全线，紧抓“复工
复产”经济线，做到防疫、复工一盘棋考量、一条线贯穿，实现疫情防控、
企业生产、经济运行等多目标优化。
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经济运行、社会运转等逐步恢复，区经信局
围绕“两确保三争取”目标，紧盯企业复工达产难点堵点，深入联系服务，
加快政策兑现，
全力助推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版组稿 徐赣鹰 李良邑

全面排摸
+滚动推进

确保管控措施到位

着力打造排查精准、管控有力的疫
情防控闭环工作体系。区经信局牵头
运作企业排查管控组，组织党员干部分
赴 24 个平台、镇街，对全区企业开展
“地
毯式”排查，切实加强企业复工人员名
单、健康码推广使用、员工承诺书签订、
防疫物资储备、环境卫生消杀等防疫防
控落实措施检查力度，着重走访食堂、
车间、办公楼、卫生间等防疫重点场所，
对防疫漏洞责令整改，打造“检查—整
改—复查—销案”的管理闭环，并及时
根据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
切实加强境外来杭人员情况排查力度。
织密织严筑牢联防联控防线,凝聚

疫情防控强大合力。在企业排查管控
组基础上牵头组建企业复工专班，实体
化集中办公，建立“一套清晰的流程、一
套简明的表格、一支专业的队伍”的“三
个一”规范化制度，适时将前期 24 个走
访小组的工作内容进行调整优化，在排
摸跟踪、动态掌握企业情况的同时，加
强与平台、镇街联系联动，根据各地企
业复工复产实际，强化对企业的防疫工
作指导、政策宣传解读、问题协调解决
等专业服务，实现工作有效衔接、平稳
转化。

政策保障
+服务护航

召开复工复产专班会议

上门宣传资金补助相关政策

有序调配
+有力扩能

确保复工达产到位

加大政策支撑力度，打通政策链，
帮助企业渡难关。用足用好省稳企业
稳经济稳发展 30 条和支持小微企业渡
过难关 17 条、杭州市企业复工复产 12
条、区“防疫惠企 28 条”，积极推行预拨
机制，截至目前，共对 143 家企业合计预
拨 资 金 2.04 亿 元 ；实 现 惠 企 政 策 兑 现
“只进一扇门”
“一次不用跑”，全力做好
“亲清在线”平台租房补贴线上兑现推
广工作，截至目前共为我区企业 78610
名职工发放租房补贴 3930.5 万元，居全
市第一。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区经信局深
入企业贴心服务、细致了解企业所需所
急、全力帮助纾困解难。全局党员干部
深入开展“深化‘三服务’、助企开复工”
活动，认真落实亲清服务员等工作机
制，为企业送信心、送服务、送政策，并
把攻坚复工复产难题作为打赢“两战”
的重要战场。围绕破解“产业联动难”，
对我区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家纺企业等
开展行业专项调查，主动向上反映并争
取解决上下游配套问题。截至目前，累
计协调解决 150 余家企业 320 多个产业
链协同问题；积极搭建企业复工复产配
套产业链资源对接服务机制，引导企业

赴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专项服务
加入“长三角 G60 科创云平台”，开展供
需对接、联合攻关、成果转化等交流合
作。如推动杭州联生绝缘材料、杭州瑶
天滑轨等 6 家企业为负责火神山医院
CT 设备供给的上海联影做配套，生产所
需元件材料。同时，通过以大促小产业
联动，发挥龙头企业的牵引作用，带动
小微企业复工，打通产业链联动复产堵
点。如上市企业春风动力自 2 月 10 日

复工后，带动区内杰西嘉机械、风驰车
轮等 6 家产业链上下游小企业复工复
产。同时，围绕破解“资金周转难”，在
原有融资担保政策和应急转贷资金机
制的基础上，积极推荐并成功争取我区
109 家企业纳入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企业名单，为企业对接融资需
求 27.847 亿元。

为复工专列员工发放“余杭伴手礼”

确保物资保障到位

在浙江省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启动后，区经信局第一时间排
摸并建立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动态管理
库，根据产品类别分设防护用品、测温
设备、消杀用品三大类对接小组，明确
专人跟进对接，每日监测动态更新，为
防疫物资调配提供基础信息。同时，向
6 家防疫物资重点生产企业派遣驻厂干
部，确保统一管理、统一调度。共对 57
家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累计开展监测
1983 家次；累计为区防疫应急、企业复
工复产等调配口罩 1161.01 万只、防护
服 5.9943 万套、一次性医用隔离衣 8.92
万件、各类测温计 9.8738 万支、各类消
杀产品 1049.145 吨。
为保证企业满负荷生产，区经信局
加强全产业链无缝衔接，千方百计增加
口罩机、熔喷布等紧缺生产设备和原料
供给；为保证企业应急物资交通运输畅
通，区经信局严格审核人员、车辆、健康
状态等信息后，帮助递交省内相关部门
沟通协调迅速开办车辆运输证明。截
至目前，余杭累计为 98 家企业的 242 辆
车办理区级通行证明 300 份，52 家企业
办理省级车辆通行函 95 份。
针对辖区新增扩产转产口罩等防
疫物资生产企业缺原料、缺技术等问
题，区经信局在细致研究国家、省市相
关规定和通知文件的基础上，线下积极
开展企业走访、建立专员进驻，线上依
托微信等网络通信平台，搭建全区口罩

“春风动力”疫情期间克服困难复工生产

走访调研口罩生产企业
企业交流平台——
“最美防护墙”微信
群，参群人员有区内 39 家口罩企业、区
经信局、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和口
罩设备原料供应商等，实现了政策通知
第一时间传递宣贯，行业信息第一时间
沟通交换，原材料购买、设备检验、资质
认证等问题第一时间提交和化解，让企
业真正做到
“一次不用跑”。
位于闲林工业区的杭州盈天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是我区新增转产口罩生
产项目的企业之一。项目之初，该企
业就遇到了生产设备及车间紧缺的难
题，区经信局了解情况后，及时帮助
协调该公司与浙江理工大学纺织科学
与工程学院紧密合作，理工大学在高
效熔喷滤料的制备技术、医用防护口
罩生产技术等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
类似这样帮扶企业、纾困解难的案例
只是经信局全力推动复工复产工作的
一个缩影。

五大体系
+两大引擎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

疫情防控和复工达产“双线”作战，
正在激励余杭在产业链强链补链、产业
数字化推进、产业联动协调等方面展现
更大作为。区经信局进一步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上来，
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切实
做到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 两手都要
硬、两战都要赢”，努力实现“两确保三
争取”，力图为省市实现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区经信局将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契机，紧盯高质量发展目标，充分发
挥数字经济先发优势、龙头企业带动优
势，通过打造“五大体系”，以更强决心、
更大力度持续推动余杭成为全市“新制
造业”和数字经济“双引擎”发展引领

区。
打造协同创新体系，实施创新载体
建设工程 构建国际化创业创新生态，
全力推进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超
重力大科学装置三大科研重器建设，加
强产业链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全区规上
制造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
打造企业培育体系，实施“双百”企
业培育工程 从头部企业、高成长优势
企业、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等三方面着
手，构建“龙头引领、中坚强大、双创活
跃、成长迅速”
的余杭制造企业梯队。
打造平台协作体系，实施平台高质
量发展工程 构建五大产业平台引领、
各镇街特色平台协同的全域产业发展
生态系统，完善平台间产业转移承接机

海的动力机械股份公司发动机热磨合试验现场

制。推进园区改造提升和小微企业园
建设，严守全区 48 平方公里工业用地规
模底线。
打造产业导引体系，实施产业链强
链补链工程 围绕重点培育产业强链、
补链、延链，探索实施“链长制”，制订和
更新各平台的产业项目准入管理办法，
编制和完善产业招商地图。
打造协同制造体系，实施数字化赋
能工程 分层分类推进智能制造、服务
型制造、绿色制造，力争三年实现规上
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推进“1+
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建设，建成 su⁃
pET 国家级平台，打造“摩托云”
“ 电梯
云”
等一批行业级平台。

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仪表装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