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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点”接“面对面”促“屏对屏”谈“线连线”惠

复工“抢人大战”余杭处处领先一步

余杭区人力社保局领导与返岗员工交谈

1 趟专机，30 趟专列，285 辆专车，运回返岗员工 14238 人，率先在全省出
台“战疫情、稳就业”十项举措，开通全省第一趟县级复工返岗专列，开通全国
首个由区县组织开设的湖北复工专列，
单趟载客人数创全国复工专列之最，
复
工专列还打破了湖北境内宜昌、荆州等地多个火车站的
“封闭”
状态。
在一月多月的复工
“抢人大战”中，余杭区招招领先，为区内企业复工复产
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有效缓解用工难。
“与去年同期相比，余杭规上企业员工参保人数只下降 1100 人，这说明员
工返岗率是比较高的。”区人力社保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勇给了记者这样一组
数据，
“湖北是余杭企业的用工大省，
如果湖北疫情缓解，
返岗员工会进一步增
加，
下降的参保人数不仅能补齐，
还有可能增长。”
这是一场只能赢的战役！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余杭区一手抓严疫情防控，
一手力促企业复工，
区人力社保局借助参保大数据，
线上线下拼时间、拼效益，
努力把
“问题清单”
变
“成果清单”
。
本版组稿 周铭 胡显光

复工返岗专列接回外地员工

面对面 跨省开展劳务协作
3 月 3 日 21 点 21 分，400 名来自贵州天
柱、台江的就业人员乘坐 G2190 次余杭专属
复工专列抵达杭州东站，其中，50 名是新招的
就业人员，这当中还包含 19 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这是余杭开展东西部对口帮扶劳务协作
“送岗进村”
专项行动取得的显著成果。
2 月 28 日至 3 月 6 日，区人力社保局在杭
州区（县、市）中率先建立 7 个跨省劳务对接
工作组，相继赴安徽、贵州、云南、河南、江西
等劳务输出大省，通过部门间协调、人力资源
机构对接、送岗入乡进村等活动，积极做好老
员工返岗和新员工招聘工作。
这 7 个跨省劳务对接工作组的人员构成
是“1 名局领导+1 名中层正职+1 名中层副职+
1 名就业管理服务处工作人员+X 个区内专业
人力资源企业”。如果说，专列、包车、包机运
回的是复工返岗员工的话，那么跨省劳务协

点对点 我们接你回家
“东华链条”人力总监刘冬根告诉记者，他们企业通
过政府安排的专列、包车运回的返岗职工有 100 多人，
这
些员工分散在四川、湖南、贵州、江西、安徽、河南等劳务
输出大省。
“当企业准备复工复产的时候，如何让这些员
工尽快返岗，
是企业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
”
刘冬根说。
老家在河南焦作的范聪聪是“东华链条”的技术员，
他就是坐着余杭专属的复工专列返杭的。他从节前就开
始抢返程的车票，一直到 2 月 10 日返岗日都没有抢到，
“要不是余杭专列，
我估计现在才回到厂里。
”
范聪聪说。
刘冬根深有感触地说，每年春节过后都是人员流动
的高发期，今年加上疫情影响，使返岗职工人数多了不
确定性。余杭区政府及时开通复工返岗包机、包车、专
列，以最快时间为企业解决员工返岗难题，不仅保证企
业复工复产的需求，
还节约人力资源成本。
为了做好返岗员工的回归工作，区人力社保局成立
复工返岗包车工作专班，局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中层干
部全员参与，各科室人员全力配合。工作专班还积极与
各区级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全力以赴投入到此项工作
中，努力帮助外地员工尽快返杭返岗。
工作专班利用社保信息系统，查询区内企业在职职
工的户籍信息，对比“健康码”的注册数据，确定返岗员
工相对集中的区域，
为专列开出路线提供数据参考。
摸清底数后，区人力社保局加强宣传力度，通过“余
杭发布”
“余杭人力社保”
等微信公众号发布宣传海报，
列
明专列的具体开出时间和途经车站，公布乘客微信自主
报名小程序，
大力搜集和确认返杭人员名单和具体信息。
自湖北各地疫情风险降低，相关地市与杭州打通
“健康码”互认，余杭就积极推动湖北籍员工返岗复工工
作。区人力社保局提早谋划返岗路线图，通过社保大数
据和重点企业信息反馈，了解我区在职职工中湖北籍职
工分布情况，提早规划设计湖北职工返岗的专车和专列
线路；该局积极参与东西部劳务协作的“点对点”返岗计
划，凭借杭州与湖北恩施州、余杭与咸丰的东西部劳务
协作关系，率先启动恩施籍职工返岗行动，从 3 月 19 日
开始，已通过“点对点”就业扶贫直通车、恩施-杭州复工
专列载回 361 名恩施籍返岗职工；3 月 24 日，复工专列运
回 1291 名湖北籍返岗员工。
在特殊时期的“抢人大战”中，余杭区复工专列共计
开出 30 趟，载回返岗职工 8182 人，其中由余杭自行组织
的余杭复工专列 9 趟，载回人数达 5949 人。发出复工包
车 285 辆，运回返岗员工 6027 人。深夜里，工作人员用
默默的守护，让他们感受到了余杭的温度，筑造起坚实
的返杭
“暖心屋”
。
3 月 24 日开行的湖北复工专列，还创下多个“全国
第一”：全国首个由区县组织开设的湖北复工专列、单趟
载客人数创全国复工专列之最、专列打破了湖北境内宜
昌、荆州等地多个火车站的
“封闭”
状态。

屏对屏 随时随地招募人才

返岗员工向接站的区人力社保局负责人咨询

返岗员工乘坐复工包车

作就是帮助企业解决新员工的补岗问题。
跨省劳务对接工作组不仅是招人，还要
打通政策上的瓶颈。比如河南工作组，在两
省人力社保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双方现场协
商、起草、签发相关文件通知，打通两省“健康
码”互认、专列专车直达、客座率不高、运力不
足、买票难等环节，确保返岗员工能出得来、
运得出。
区人力社保局副局长曾慧表示，此次跨
省劳务对接的效果非常好，特别是“送岗入乡
进村”工作模式，把岗位直接送到村民家门
口，极大地方便了外出务工人员寻找工作，也
极大地提高了企业招聘的精准度和成功率。
而引进专业的人力资源企业，可以发挥他们
的市场作用，从专业的角度为余杭的经济发
展提供高层次、高技能人才。

近日，
“春风动力”举行了一场“云面试”，
应聘者身在广东东莞，应聘的是行政主管职
位，主持面试的是公司招聘负责人沈佳男。
双方通过微信面试，
20 分钟后面试结束。
沈佳男告诉记者，疫情防控期间，
“ 云招
聘”已经成为公司招聘人才的主要手段，这种
方式非常方便，还可帮助应聘者节约成本，效
果也不错。
“ 一旦看中某个人，即使晚上也可
以进行面试。
”
沈佳男说。
为解决面试的时空阻碍，区人力社保局
提前对接全区 30 家专业人力资源机构，与杭
州就业网、浙江人才网实时链接，开设省市区
三级联动专场网络招聘会、东西部扶贫劳务
协作网络招聘专场，按照“四个平台”
“多个行
业类别”，结合东西部扶贫劳务协作要求，纵
横交错、多层次开展 16 次大型“春风云招聘
会”
。
截至 3 月 25 日，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
江经济开发区、未来科技城、临平新城四个平
台均已举办专场网络招聘会。同时，区人力

社保局全力打造春风云招聘季，开展 18 次大
型“春风云招聘会”，为全区 1100 多家用工单
位发布 29900 多个岗位需求信息，吸引招聘
信息浏览量约 515 万次，收到简历 42000 多
份，约有 3500 多人次达成用工意向。让众多
企业尝到了
“云招聘”
带来的甜头。
下一步，余杭区人力社保局准备启动“春
风云招聘季”行业篇网络专场招聘会，将分行
业发布岗位信息。

余杭企业开展“云面试”

线连线 为企业减负降费

湖北复工专列创造多个全国第一

你来余杭，我给补贴。疫情防控期间，余
杭 区 落 实 中 央 和 省 一 揽 子 减 税 政 策“ 大 礼
包”，涵盖从企业招工用工到员工外地返杭，
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金到社保补贴等
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减负降费，充分
激发市场内生动力，加快从“政府推动”转变
为
“市场驱动”。
政策“大礼包”中，用工保障和人才引进

余杭抗疫复工大事记

方面，余杭区面向用人单位和员工主体广泛
发布 500 元到 2000 元不等的各类招工补贴、
包车补贴、见习补贴和生活补贴、交通补贴。
减负降费方面，余杭区“减免缓”三管齐
下，除阶段性减免企业单位应缴纳社会保险
费外，允许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
难、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申请缓
缴不超过半年的社会保险费，
且免收滞纳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