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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科普 献智出力 助企复工
余杭区科协

“科协人”的战“疫”时刻

疫情发生以来，余杭区科协迅速响应，积极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
用，强化政治引领，履行职责使命，广泛动员科技工作者积极抗疫，深入开
展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应急科普服务，形成了科协系统全面动员、全面
部署、全面支持疫情防控的工作局面。在特殊时期，凝聚起了科技界众志
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本版组稿 宋晗语 张晔敏

速度

应急科普全面铺开

余杭区防疫战打响后，区科协第一时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深 入 人 心 。 其 中 ，科 学 战
间响应，成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 “疫”美术作品网络评比大赛共收到作品
领导小组，紧急动员科协机关、下属事业单
585 幅，借助大赛契机，广大青少年学生拿
位以及基层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和应急科
起画笔，
“ 绘话”防疫抗疫，致敬“最美逆行
普工作，及时承担科学普及与传播的职能，
者”
，
为一线
“战士”
加油鼓劲。
引导公众提高防范意识，科学消杀，倡导勤
洗手、常通风、戴口罩。同时，下发科普折
页、挂图等宣传品 25000 余份，将科普宣传
下沉到社区、村组，提高公民科学防疫的意
识和能力。
应急科普范围要广，必须持续推进科
普信息化。对此，区科协动员全区 14000
余名科普宣传员，利用全区 142 个科普 e
站、科普宣传大屏以及“余杭科协”微信公
众号等，发布来自权威部门、科普中国、科
学辟谣等平台的科普内容，有效缓解群众
因不解引起的恐慌，提高公众自我防范意
识和能力。
在防疫期间，区科协还积极承接上级
资源，自主创新线上科普活动，做到“疫情
不解除、科普不掉线”。例如，联合全国科
技场馆发起科学实验 DIY 比赛，策划新型
冠状病毒科普知识竞答、科学战“疫”美术
作品网络评比等活动，多样的宣传方式让
青少年科学战“疫”美术作品

助力

科技工作者积极抗疫

作为科协的基层组织，专业学会在疫
情特殊期间各尽所能，围绕科学防治、心理
疏导、经济发展等方面助力防疫工作。例
如余杭区心理健康协会，为减轻群众因疫

团区委

情 引 起 的 心 理 疾 病 ，提 供 员 工 心 理 援 助
（EAP）公益服务，开通 24 小时疫情热线，推
出线上心理服务机器人，为群众在居家隔
离、复工复产期间产生的心理压力提供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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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团区委迅
速部署，层层发动，依托青年帮帮团、青年
商会、青年志愿者“三青”载体，充分展现青
年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为，为疫情防控唱
响青春战歌。
2 月 11 日团区委出台《关于组建青年
帮帮团助力企业有序复工的通知》，动员全
区各级团组织组建“青年帮帮团”29 个，覆
盖政策咨询、疫情防控、办事服务、返岗就
业、金融纾困、爱心助学六方面，全方位覆
盖企业复工复产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各帮
帮团发挥部门优势，主动对接服务企业，设
立企业复工指导专员、专组、专班，开展“拉
网式”排查、
“管家式”服务，一对一审核、修
改企业复工资料，截至 3 月 16 日，发动团员

作用，在全国各地集结 120 名骨干员工
火线参与建设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污水处理工程；
贝达药业发挥专家作用，
利用高层次创新平台快速启动新冠病毒
肺炎 DC 疫苗的研发工作；
各街道科协积
极发动“三长”及科普宣传员，深入一线
开展疫情摸排、普及防控知识，
帮助市民
增强防控意识和防范能力。各镇街医共
体分院院长和卫生服务站站长，为基层
提供疫情防控技术咨询和医护培训督
导，
指导企业规范有序复工复产。

区心理健康协会科技志愿者进入
病房为病人进行心理干预

有效 助力企业复工人才就位
自 2 月 1 日起，区科协机关干部便
赶赴钱江经济开发区、鸬鸟、黄湖等平
台、镇街，累计走访企业 1218 家次，根
据不断变化的疫情，第一时间宣传相关
政策，分层次指导检查，排查管控企业
疫情，帮助企业有序复工复产。通过微
信群发布、上门宣传、张贴标语等多种
方式为辖区企业打上“疫情第一”的思
想“防疫针”；通过走访排摸，掌握企业
防疫和复工困难，积极推广“杭州健康
码”，排摸员工“白名单”，为复工复产做
好准备；通过现场检查整改，指导企业
逐项落实出入管理、体温检测、定期消
杀、集中隔离场所等防控措施，指导企
业有序复工复产。
突出人才服务，
“ 线上+线下”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一方面线上联系院士
专家，积极承接省市科协资源，为区内
企业送上精品企业云培训课程；积极引
进人才，助力企业招才引智。2 月 25
日，余杭“余您携手 杭向未来”云聘会
正式上线，区科协从“云聘会”系统中梳
理出高层次人才需求清单和相关人才
政策，通过省级各学会、
“省科协 WE+云
服务平台”发布，扩大余杭企业引才覆
盖面。同时将余杭人才需求及政策通
过海创联、海智基地等海外渠道进行宣
传，提高引才影响力，并分类梳理人才
需求表，结合驻企服务工作，向浙江制
冷学会（制冷空调行业协会）、人工智能

学会、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等省级学会、
行业协会点对点推荐企业人才需求，提
升引才精准性，进一步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走入正轨。另一方面，开展积极走访
对接，实地掌握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情况，准确传达疫情防控政策，倡导
科学方法，发挥专家人才优势，指导帮
助解决企业复工困难。
2 月 11 日，我区多家院士工作站企
业率先完成复工复产，不少建站企业以

科学的管控、严谨的作风在疫情期间发
挥引领示范作用。其中，杭州康德权饲
料有限公司发挥专家人才优势，精心严
密地实施企业内部防疫管理制度，
“教
科书”式的复工防控措施被多次推广。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强大
的专家研发团队，自主研发防疫机器人
——健康卫士 1 号机器人，用于学生返
校的疫情防控。

区科协机关干部指导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青春跟党走 携手共战“疫”

战“疫”当前，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团区委充分展现党的助手和后
备军的担当，全面动员各级团组织、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在防控疫情阻
击战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为抗击疫情贡献青春力量。

吹响
“三青”
号角

准疏导和干预。目前，协会累计现场心
理危机干预 246 人次，热线咨询 302 人
次，线上机器人注册 43139 人次，人机互
动 2452 人次。预防医学会全员投入一
线疫情防控中，负责现场消杀、预防隔
离、疫情分析等工作，通过专业手段支
撑起余杭防疫的保护伞。
同时，
区科协广泛动员，
发动院士专
家工作站、镇街科协、以及医院院长、学
校校长、农技站站长等“三长”骨干力量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例如兴源环境
公司，在疫情期间充分发挥院士工作站

书写战
“疫”
青春
青年约 1005 人，累计服务企业 9203 家次。
依托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宣传，打造网上正
能量舆论品牌，推出《全民战“疫”丨借力
AI，杭州未来科技城青年帮帮团推出“云平
台”，秒办理“企业复工证明”
“ 返岗通知
书”
》
《余杭“青年帮帮团”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等优质宣传作品。
同时，团区委协同区青商会充分发挥
平台优势，彰显青年企业家抗疫力量。2
月 21 日，团区委书记班子走访 35 家青商会
成员企业，指导企业通过宣传引导、物资对
接、人才招聘等途径助力复工复产。疫情
爆发第一时间，团区委、青商会成员还连夜
从义乌、泰国等地抢购带回防疫物资，于 1
月 30 日、2 月 1 日分别向各镇街、单位和区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捐赠 6.5 万只口罩
及 80 套防护服，协助采购企业口罩 15
万只，耳温枪 28 把。111 家单位累计向
“亲青筹”等团属平台以及协会专项捐
赠账户捐赠超 25 万元。与此同时，团
区委协同青商会深入企业调研，协助团
市委、区人才办全面摸排岗位需求，累
计推出 30 个岗位，为浙江天工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浙江研几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 5 家企业解决了用工需求。
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团区委
第一时间发出号召，迅速组织青年志愿
者投身战役。1 月 27 日、2 月 5 日连续
发布志愿者招募令，指导组建区、镇街、
村社三级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动员返
乡大学生、外籍人士等千余人参与志愿
工作，300 名青年志愿者在抢收助销、助
企防疫等方面助力 30 余家企业复工复
产。在“亲青暖心”行动中，有 700 余名
青年志愿者结对服务一线医务人员、援
鄂医疗队员家属，提供“云上送学”服
务，联合区委组织部发动 50 余名清北
浙人才及海外雇员组建“菁航志愿服务

队”为援鄂医疗队员子女线上授课；发
动 28 位心理辅导志愿者接听 12355 青
少年热线，为求助者做心理疏导；青年

志愿理发服务队更是为一线工作人员
提供了公益理发 419 人次。

全团动员社会共治 青年筑牢防疫
“城墙”
抗疫期间，除居家隔离人员外，团
区委机关党总支 20 名党员干部全体参
与一线执勤任务，在 13 处主要干道及
各村社居民点路口设置监测点卡口，协
助做好出入人员信息登记、体温检测等
工作。
此外，团区委还动员全区各直属团
组织发挥自身战线资源优势，在医护用
品生产、物流配送、交通运输、应急服务
保障等重点领域组建 129 支青年突击
队，各竭所能、各尽其力、各显神通。其
中，区卫健局团委组建 10 支青年突击
队 382 名团员青年 24 小时奋战在病例
救治、隔离观察、公众预防、舆论引导的
一线；区市场监管局团委集结 21 支青
年突击队，全面扛起各镇街农贸市场、
超市、餐饮单位、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
营单位等重点场所的疫情排查防控工
作；区公安分局团委发动团员青年联名

团区委携青商会捐赠口罩

青年突击队

写下请战书，在入杭通道查控、网络舆
情应对、涉疫警情处置等工作中贡献青
春力量；区交通局团委组织系统团员青
年前往区内 19 个高速，13 个地面及余
杭高铁站卡口进行 24 小时三班倒执勤

工作。此外，招募发动志愿者有序参与
心理辅导、场地消杀、自愿献血等疫情
防控工作，发动区青商会和滴水公益、
阳光公益等社会组织参与“亲青筹”专
项捐助驰援武汉行动。

高举团旗跟党走，众志成城同战“疫”。团区委将在区委区政府和上级
团委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发挥好疫情防控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携手团员
青年共同见证战“疫”胜利时刻早日来临。

志愿者复工复产

青年帮帮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