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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组合拳 防疫不放松 服务不断档
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
1 月 23 日，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召开
班子会议，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1 月 30 日，钱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领
导实地走访辖区内已经复工的食品生产
保障类企业，同时为企业送去服务保障。
2 月 4 日，钱江经济开发区会同区工
作小组走访 150 余家企业，下发企业复工
指南和钱江经济开发区“十个一律”告知
书，并对部分不合要求的企业现场下发整
改通知书。
2 月 10 日，康德权、同创顶立、新迪嘉
禾等六家首批
“白名单”
企业复工。
2 月 16 日，钱江经济开发区开展“深
化企业服务，助力复工复产”专项行动，成
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建立“四大员”队
伍。
2 月 18 日，位于紫创工业园的“亲企

防控部署早

跑出复工复产“加速度”

公寓”
正式投入使用。
2 月 21 日，首辆爱心包车服务顺利返
回，来自安徽宿州 21 名员工顺利返岗。
3 月 2 日，
“ 云洽会”上，3 家企业通过
视频连线方式与钱江经济开发区签约，总
投资金额达 13.1 亿元，预计产值 25.2 亿
元。
3 月 5 日，从钱江经济开发区到良渚
地铁站的公交专线开通运行。
……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今
年这个春节不太寻常。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钱江经济开发区高度重视疫
情防控工作，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第一时间宣传发动，第一时间
组织党员群众前往“疫”线，60 多天的时间
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让钱江经济
开发区在春暖花开之时恢复往日的生机。
本版组稿 吴怡倩 杨峰

多措并举筑防线
杭州同创顶立机械有限公司加快复工复产 周铭/摄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更是此次疫情阻击战的
重要战场。从大年三十起，钱江经济开发区落实人员
对辖区内企业和在建工地涉及重点疫区人员信息情
况进行多轮滚动排查，确保人员信息掌握到位，并及
时根据新情况新要求调整人员排查内容。结合实际，
钱江经济开发区制定了企业疫情防控“十个一律”和
在建工地疫情防控“十个一律”，并加大宣传力度，印
制宣传资料 6000 余份，在每个企业入口处张贴四份资
料（杭州市十项措施、余杭区十个从严、余杭公安十项
规定、钱开区十个一律），确保将防控要求和防控知识
传达到每个企业。钱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产业发展
处干部叶晖介绍，为了全力稳控企业复工，钱江经济
开发区第一时间严格要求企业建立内部防控领导小
组、建立防控机制及应急预案，同时做好防控物资准
备、员工排查、日常环境消杀、空间封闭管理等工作。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处堡
垒。”为了进一步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钱江经济开发区成立企业疫情管控战队、在

建工地疫情管控战队、后勤保障战队、支援服务战队，
明确目标任务，切实保证各项疫情防控落实路细。自
疫情防控以来，机关全体 25 位党员全部在岗在位，参
与企业信息排查、现场检查以及结对村社卡口值守等
工作。2 月 3 日，钱江经济开发充分调动企业党员在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的作用，34 家企业党组织累计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 150 余次，党员参与志愿服务 1700 余
人次。企业复工后，企业党组织积极协助企业负责
人，做好各项日常管控工作，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1600
余次，党员参与活动 7500 余人次。钱江经济开发区下
属国有公司总经理马正华是一名有着 22 年党龄的党
员，亦是仁和街道双陈村的一位疫情防控志愿者。疫
情防控期间，他白天立足本职，走访排查联动辖区内
企业、工地、村社等地方；晚上与父老乡亲站好保护家
乡的一班岗，办公室里的同事都称他“电动轴”。
“大家
一道努力”是马正华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勤恳
兢业的真实写照。

日夜奋战抗“疫”一线

专员服务勤

企业负责人仔细阅读相关政策

助力企业复产能

“在钱江经济开发区、仁和街道的帮助下，我们与
獐山钢瓶厂达成合作，帮助生产不锈钢柜体，这大大
缩短了我们设备交货时间。”杭州优尼克消毒设备有
限公司首席工程师周光宇说。
医用口罩、防护服消毒这些不耐高温的医疗器械
须经过环氧乙烷灭菌后才能使用，自疫情发生以来，
“优尼克”生产的消毒设备供不应求，但也面临着产能
跟不上的困境。钱江经济开发区亲清服务员在走访
时了解企业困难，主动对接联系多家企业商谈协助事
宜，最终帮助
“优尼克”
解决了后顾之忧。
疫情期间企业遇到“融资难”问题怎么办？钱江
经济开发区亲清服务员再出马，为杭州申皇无纺布有
限公司牵线搭桥，为企业出谋划策，取得余杭农村商
业银行仁和支行贷款 200 万元，人民银行再贷款 1000
万元。
为了把疫情带来的综合影响降到最低，让经济能
够“转”起来，钱江经济开发区在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
施的前提下，建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形成复工指导
员、防疫指导员、批后监督员和亲清服务员“四大员”
队伍，指导企业开展各项复工复产工作，落实办理反
馈机制，用一系列“店小二”精准服务，助力企业按下
复工复产
“快进键”
。

工作人员张贴《十个一律告知书》

化解用工难 定制服务安企心
近日，来自江西上饶的郑师傅入住紫创工
业园的亲企公寓，他说：
“床铺、洗漱间、浴室一
应俱全，亲企公寓很暖心，解决了我们返岗的
顾虑，钱江经济开发区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亲企公寓’由紫创工业园大楼第三层
改建完成，从收集需求到解决问题，只花了 7
天时间。”钱江经济开发区负责人介绍，受疫情
影响，部分复工人员面临无房可租的窘境。
“亲
企公寓”快速投入使用，可暂时满足 248 名企
业复工人员临时居住，已入住 100 余人次。此
外，钱江经济开发区还与属地各家旅馆饭店沟
通协调，确定首批 5 家定向为钱江经济开发区
企业员工提供过渡性食宿，并将单位名称、联
系人等信息制成电子手册下发给辖区各企业
便于对接。
老员工是企业的熟练工，他们及时返回岗
位对企业产能的恢复至关重要。钱江经济开
发区又主动与企业对接，排摸企业人员情况，
共计上报复工专车专线 31 条，39 辆车 753 人，
同时积极组织企业参与市区的“暖心专列”，主
动与区人力社保局等部门对接，组织包车接送
员工返岗。从 2 月 20 日第一辆车发车至今，企
业员工已全部返回。
“没有工人，公司的产能就
提不上去。钱江经济开发区为企业办实事，这
项爱心包车服务真是一场‘及时雨’。”看到员
工顺利返回，浙江新迪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郭恬靖激动地说，企业省外员工占比较高，
山西、陕西、江西等地的 6 批员工也将先后通
过同样方式返岗。

员工陆续返岗的同时，企业的产能也在逐
步恢复，钱江经济开发区针对企业实际需求，
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积极助力企业人员招
聘。前期，排摸出的 28 家企业 1300 余人的用
工需求后，钱江经济开发区在区人才招聘网
站、区人力社保局和钱江经济开发区微信公众
号中发布招聘信息；2 月 21 日，
“ 智汇余杭 ”
2020 年线上招才引智活动开始后，立即在企业
微信群、钉钉群中发动企业积极参与，120 余家
企业已发布 2600 余个岗位。在“亲清服务员”
走访过程中，积极宣传“防疫惠企 28 条”和“招
才十条”政策，并积极发动企业用好“智汇余
杭”线上招聘平台。另外，还第一时间与区结
对帮扶干部联系，架起就业需求和用工输出双
向连接“桥梁”。在贵州天柱县等地区发布招
聘需求，组织辖区企业参加区组织赴外省招聘
工作等。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招聘到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普工 700 余人。

爱心复工专车平安抵达

厘清防控账。为指导企业做好防控工作，建立企
业模板（康德权）和工地模板（阿里数据中心），给其他
企业和工地参考借鉴。复工指导员和防疫指导员队
伍对照要求，指导企业严格落实“一企一方案”
“ 白名
单”等机制，期间共走访排查企业 1200 余家次，目前实
现规上企业复工率 100%，产能恢复率 92.3%，人员到
岗率 81.2%。
厘清责任账。在要求企业落实防疫主体责任的
同时，由区纪委监委派驻第九纪检监察组和开发区工
作人员组成批后监督员队伍，实地走访检查各复工复
产企业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下发问题交办单，并
监督企业整改落实情况。截至目前，已下发问题交办
单 32 份、督查整改书 88 份，实现整改闭环。
厘清服务账。由钱江经济开发区全体工作人员
组成亲清服务员队伍，按土地宗地，精准对接辖区 102
宗土地 482 家企业，准确掌握企业在复工复产中的困
难问题，及时提交“亲企办”，并以工作联系交办单的
形式，落实相关责任处室在规定的时限内承办反馈。
据统计，亲清服务员共收集梳理汇总 629 个问题，其中
已解决 615 个问题，解决率 97.77%，其余问题正在跨
部门协调处理。

工作人员走访企业收集问题

搭乘云平台 线上签约引凤栖
一年之计在于春，钱江经济开发区在疫情
防控期间全力保障招引工作不松懈、项目推进
不停滞、沟通对接不断档，连续传出招商引资
的
“好声音”。
一台电脑、一块显示屏，在人数不多的钱
江经济开发区云洽会上，主要领导戴着口罩做
起了招商接待，与杭州骏跃科技有限公司、杭
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强冠工业有限公司
等 3 家企业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进行签约，随后
又与科芯电子半导体研发及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年产 15 万台电动车研制项目、高科技船用
高温阀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等四位负责人进
行了“云考察”和“云洽谈”。项目签约方之一
和顺科技董事长范和强说：
“ 云洽会让企业搭
上了发展快车，从开始接触到正式签约，我们
只用了一个季度时间。
”
所谓云洽会，就是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
招商人员与投资企业负责人“屏对屏”、
“ 线连
线”，在线上进行沟通交流并完成部分项目签
约。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姚文华
表示，企业复工复产以来，钱江经济开发区坚
持疫情防控与招商引资“两手抓、两不误”，此
次云洽会七个项目投资总额达 32.58 亿元，良
好开端打响了钱江经济开发区今年招商工作
的第一枪。
越在困难的时候，越要靠上去服务，除了
“云招商”，开发区在招才引智、项目推进等工
作上妙招频出。3 月 10 日，钱江经济开发区绿
篱围挡工程在仁和街道综治大楼开标，与以往

不同的是，290 多位投标单位通过钉钉直播方
式在线参与交易活动。
“ 这个工程原定于年前
要完成相关招标工作，2 月份进场施工，但受疫
情影响，小额招投标工作一直没有恢复，项目
不得不推迟。我们考虑到钱江经济开发区环
境提升和工期建设的紧迫性，通过各方协调联
系，最后决定采用’云直播’的方式开标，将已
经延误工期的工程提上日程。”钱江经济开发
区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招投标工作实行“三
步走”，即提前发布招标公告，投标单位分时段
投递投标资料进行报名，钉钉现场直播抽签开
标全过程。
“我们的服务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钱江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姚文华告诉记者，
钱江经济开发区还结合杭州“惠企 28 条”、余
杭区“招才十条”等相关政策，积极对接科协、
人社、税务等部门，强化企业用工保障和人才
服务，抓好复产达产、项目推进和双招双引等
工作，力争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3 大项目完成“云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