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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政企同心“两战赢” 复工复产不负春

连夜接送员工返岗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每一
个人的生活。如今，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关于加快复工
复产的呼声也越发强烈，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这片经济的主战场也逐渐
开始复苏。
在始终紧抓疫情防控的同时，如今的开发区不断深化“三服务”、想
方设法为企业
“添人手”
“用政策”
“减负担”，打出了一套统筹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的
“组合拳”
，
做到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工作。
截至 3 月 16 日，开发区已累计复工企业 4092 家，复工率 99.9%。企
业目前实际到岗 134860 人，员工到岗率 94.4%，其中已复工规上工业企
业员工到岗率 92.7%。
守望相助、互联互通，开发区与企业齐心协力共谋
“两战赢”，为积极
复工复产描绘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本版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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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复工复产的正轨

解用工难题

除困难 助安心生产

接送员工返岗
员工是企业运转过程中最关键的齿
轮。如何破解用工难，成为了开发区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首当其冲要解决的
难题。
微策生物是开发区内一家主产血糖
检测仪的生物技术公司，其研发的新冠病
毒快速检测卡只需要 10 毫升血样，15 分

用政策

钟出结果，得到了许多国外客户的青睐。
就在 3 月初，微策生物还将 7 箱共 5040 人
份新冠病毒快速检测卡捐赠给了意大利。
然而在 2 月 15 日微策生物刚刚复工
时，企业员工到岗率只有 10%左右，导致
企业产能恢复一度滞缓，订单积压无法出
货。另一边，彼时的塘栖花中人大酒店属

于住宿、餐饮业公司，短期内不能正常开
业经营，
有 60 名员工待岗在家。
在了解到两边的情况后，开发区主动
为两家企业牵线搭桥，协调制定提供劳务
方面的相关内容，既解决了企业用工短
缺，也充分调动了人力资源，成功解决了
两方难题。
“多亏了这批‘新员工’，公司才
能尽快步入到正轨当中。”微策生物董事
长杨蓉如是说道。
除了在辖区内充分调配好人力资源，
开发区在联合易链人力资源公司，为 100
多家企业提供免费服务，成功招聘 147 人
的基础上，还依托余杭招聘网组织为期一
个月的线上“云招聘”，共有 337 家企业推
出 4026 个岗位，累计投递简历 7731 份，提
供实习生岗位 360 个，收到求职意向 310
余个。
除此之外，开发区在疫情期间共组织
协调 20 家企业 300 多名员工搭乘高铁专
列和 14 车次跨省包车返回。同时，针对外
地返岗员工的隔离需求，积极对接周边酒
店点，解决春风动力、永创机械、万通智控
等 12 家企业员工安置问题，确保企业返岗
员工落实复工前的隔离观察。

减资金负担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企业原
有的运营节奏，不少企业都陷入了资金周
转难的窘境。为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开发
区积极帮助企业用好、用足政策，协调金
融机构，
尽力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需求。
近日，开发区内杭州华葵金配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收到一笔金额为 35 万元的科
技专项奖励资金。公司总经理奚建宏说：
“疫情期间，没想到这笔奖励金这么快就
到账了。有了政府的支持，我们企业资金
周转压力得到了一定缓解，可以更好地复
工生产。”
杭州华葵金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去
年被认定为 2019 年度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按照余杭
“全域创新 66 条”
政策规定，公司
可申领到一笔专项奖励资金。为切实帮
助企业渡过难关，开发区依托科技创新服

务小分队分园、分片区深入企业，上门指
导专项补助资金的申领工作，指导企业熟
悉手续流程，缩短申领时间，争取一次性
将资金发放到各企业账户中，切实帮助企
业解决资金链紧张难题。
疫情期间，开发区始终关注省、市、区
出台的各类惠企、扶企政策，认真研究，全
面梳理，及时将政策推送给辖区企业，提
振企业复工复产信心，并联合相关部门开
展集中兑现工作，简化流程，特事特办，加
快资金拨付。目前，累计为贝达药业、黯
涉电子、四通新材料等 5 家复工企业预拨
付政策补助 7353.8 万元。
为帮助企业进一步了解政策，开发区
及时成立企业服务组，线上线下相结合，
通过钉钉、微信、咨询热线及实地走访等
方式，深入宣传贯彻杭州市“1+12”惠企政

上门指导企业防疫工作

助力项目早日开工
策、余杭区全域创新 66 条及余杭防疫惠企
28 条等相关政策。
在此过程中，开发区组织动员辖区
400 多家企业参加税务部门召开的“钉钉
网上培训”会议，辅导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和“非接触式”办税流程。同时，开发区用
好“亲清在线”数字平台这一创新手段，通
过钉钉向 400 多家规（限）上企业和点多面
广的规（限）下企业、个体工商户广泛宣传
和指导，通过“亲清在线”平台申报兑现企
业员工租房补贴、商贸补贴等相关政策。
线上做好政策宣讲，线下也要同步做
好走访及时了解情况。疫情期间，开发区
共排摸 422 家规上及限上企业的外贸出口
情况，协助 45 家企业申报出口退税总额近
1460 万元。
仅仅依托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开发区
还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向企业“输血”，先后
帮助 45 家企业申报省防疫重点保障企业，
提出贷款需求共计 12.24 亿元。同时，牵
头组织余杭区内 12 家银行成立金融服务
小组，为企业开辟融资绿色通道，
“ 一对
一”提供最优惠利率，累计为蕙勒、川田、
普利药业等企业发放贷款 2.1 亿元，欣格、
汉宇、一轩等 9 家企业获得贷款利率下调。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为了知企业所难、解企业所难，
开发区疫情期间推出了不少实招。
作为开发区首批复工企业之一，
复工一个多月后，浙江铁流离合器股
份有限公司产能已全面恢复，每日发
货量呈现稳步上升趋势。据铁流股
份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各方面已恢
复正常，所有的订单都在正常的交付
和加紧生产过程中，尤其是海外市场
部居家办公订单不降反增，且增加了
很多新客户、大客户的大订单。
对于铁流股份这家员工上千名，
产品多达 3000 多个型号的国内离合
器行业领军企业来说，这实属不易。
在企业眼中，疫情期间的防控、外地
员工返程、上下游配套衔接、物流运
输、年前的订单延期交付等等问题是
个系统性的挑战，而这些问题并非
“一地一家企业能解决”。
“ 全国上下
都在努力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
产。而作为我们的
‘父母官’
，开发区
在第一时间就把工作部署发到了我
们手中”
，铁流股份负责人介绍，在企
业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开发区在人员
返程、政策兑现等方面全程跟进，切
实帮助企业解决了难题。
铁流股份只是开发区帮助企业
“除困难”过程中的一个缩影。疫情
期间，开发区主动靠前一步，对辖区
422 家规（限）上企业和在建项目进
行全面摸排，协调解决企业困难问题
200 多条，全力排除复工复产时外在
影响，让企业安心复工复产，早日重
回正轨。

在此过程中，开发区渠道协调，
为企业统一采购口罩等防护用品，已
累计筹集发放口罩 18.7 万只，额温
枪、耳温仪 2000 多个。例如港华燃
气因连续供气一直开工，企业的口
罩、防护服及一次性手套都非常紧
缺，开发区便在第一时间送去 2000
只口罩、500 副一次性手套、30 套防
护服以及 30 副护目镜，确保企业正
常生产。
除防疫物资外，疫情期间的出行
难也同样为企业带来了许多无形的
压力。为确保企业正常生产，开发区
全力保障企业原材料供应，不仅保证
单个企业重整旗鼓，更促进整条产业
链的逐步复苏，通过及时对接区级部
门等方式，成功令为春风动力配套的
小企业复工复产，帮助春风动力恢复
产能，协助永创机械、瀚融智能及全
星工贸购买熔喷布 100 公斤，用于口
罩机试机。
政策传导及时，措施落实
有效，企业困难破解到位……
为企业分忧，为发展减负的开
发区，正显露勃勃生机。下一
步，开发区将继续深化“三服
务”向纵深推进，做到在持续
确保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不断
加速产业复工达产，实现在阳
光明媚的春天里夺取疫情防
控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双 胜
利”
。

企业对车间进行消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