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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情 促发展

南苑街道

全力实现两手过硬两战全胜

2020 年春节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南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带
领全体南苑人携手前行、共克时艰，积极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各项防疫
决策部署，依靠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精密智控，全面打响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阻击战。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疫情终将过去，发展迎面而来，
“ 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是当前的新要求。为把疫情影响降到最
低，促进街道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南苑街道通过成立“三个专班”、
坚持“三个安心”、抓牢“三个关键”等系列组合举措，确保组织力量到
位、疫情防控到位和服务群众到位，
全力保障企业复工、员工返岗。
本版组稿 陈坚 张长发 汤水根

晶志康科技抢抓复工时机

成立
“三个专班”确保组织力量到位

包租大巴远赴湖南接回返岗员工

用爱化解困难 合力守护家园
疫情期间，南苑企业用爱化解困难、用
心凝聚力量、合力守护家园，充分体现了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
竭尽全力，深挖资源共担当。疫情蔓
延之初，南苑商会就向辖区企业发出捐款
捐物倡议，辖区企业家利用自身资源，特别
是海外优势，积极行动，助力疫情防控。如
生达轴承和中临建筑，从韩国等地采购口
罩上万只、防护服和护目镜数百副，全力支
持南苑抗“疫”；乐客文化积极捐款 50 万
元。截至 2 月 20 日，辖区已有 50 多家企业
捐款捐物共计 167.5 万元。
群防群治，志愿服务冲在前。辖区企
业家和企业员工积极投身疫情联防联控工
作，如南苑商会主动请缨，组织杰丰服装、

跨远测绘、双雄织造等单位，组建志愿者服
务队，积极参加防疫检查，重点对工业企
业、重点楼宇、综合体商超、产业园等开展
全方面检查，共出动商会志愿者 50 余人
次，检查指导企业共 100 余家。
尽职尽责，严格防控落实处。各企业
积极支持响应，全面开展员工信息排查，累
计上报重点疫区员工 1970 人，其中返杭人
员 141 人（返南苑人员 70 人），积极配合街
道人员排摸工作。复工复产工作启动以
来，街道各企业按照指令，分批有序开展复
工，结合企业实际，想办法、促复工，严格落
实复工复产相关规定。如杰丰作为首批复
工单位，采用员工过滤式的方法，即按照员
工返岗时间合理安排工作岗位，确保复工

有序、防控到位。
辅车相依，携手减租露真情。病毒无
情，人间有爱。南苑是一座温暖的城市，面
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发展严峻形势，许多“南
苑好房东”已经为延迟复工的承租企业适
当减免租金、物业管理和其他费用，力所能
及地帮助商户减轻负担，与商户携手共进、
共渡难关，携手为南苑的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一份力量。目前，近 20 个企业房东计划
适度减租，预计减免租金达 3756 万元，惠
及企业 764 家。许多企业也勇挑重担，积
极帮助员工解决困难，为每一个家庭负责，
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指导企业复工复产
建立复工备案专班。依托楼
宇运营、社区网格，迅速完成复工
审批制到现场备案制的转变，全
面推广员工返杭信息报送系统，
动 态 跟 踪 员 工 健 康 、行 踪 信 息
1924 人，推动防疫监管从事前转
为事中事后，实现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的全覆盖，有效提升复工速
度。
建立防疫指导专班。联合区
级复工指导组、临平新城、卫生服
务中心等组建 10 个防疫指导组，
及时跟进指导楼宇、工业、产业园

区复工，确保标准一致、覆盖到
位；明确 6 个行业联系专员，建立
员工发热应急处置机制，确保发
现及时、报送畅通、处置到位。
建立驻企服务专班。明确班
子领导、中层干部驻企联络机制，
实现规模工业、限上服务业、重点
楼宇、产业园区共 207 家单位全覆
盖，同时建立 26 个社区复工专班，
服务覆盖规下企业和个体经营
户，累计走访企业 1100 余家，解决
问题 250 余个，其中协调解决口罩
5.2 万个、额温枪 72 支。
南苑商会志愿者在卡口值守

坚持
“三个安心”确保疫情防控到位
必须吃得放心。在疫情期
间，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辖区
大型超市、农贸市场、连锁超市等
数十家保供单位正常运转；在复
工阶段，优先审批外卖餐饮行业，
提前做好员工食堂防疫指导，确
保员工需求得到保障。
必须住得舒心。全力支撑、
及时协调外来员工入住原有租
房，对确需医学观察的员工，积极

协调房东做好居家医学观察，同
时整合 1861 个单间共 45 家入住
旅馆清单到企，确保员工居有其
所。
必须行得安心。开具区内特
别通行证 820 余张、跨区域海宁
通行证 350 余张，扫除员工复岗
出行障碍；开通省际企业包车 8
辆，总计载回员工 179 人，加快员
工返杭复岗。

辖区企业纷纷为街道抗疫捐赠

战疫情促发展 千方百计保增长
日前召开的街道战疫情促发展经济工
作会议上，南苑街道明确了 2020 年经济工
作目标任务：完成财政总收入 15.32 亿元，
经常性财政收入 7.45 亿元，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7%，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8%，规模工
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下降 3%,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 8%。
建强发展“双引擎”。加快建设全国数
字经济先行区，深入实施“新制造业计划”，
加快数字经济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规
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全力以赴做强
大产业、大企业和大园区，依托艺尚小镇和
工业互联网小镇，主动服务骨干龙头企业，
增强集群竞争力，引导和服务配套企业，增
强主体扩张力，大力引进和实施一批投资
规模及产业关联度大、带动作用强、市场前

景好的大项目、好项目，为经济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聚焦聚力“大楼宇”。持续做优楼宇发
展空间布局，加大楼宇形象宣传力度，着力
在培育楼宇的高端化、品牌化、特色化上下
功夫，形成重点楼宇、一般楼宇和特色楼宇
三级楼宇发展梯队；引增量壮大新动能，优
存量提升旧动能，新增楼宇快建优用、低效
楼宇清楼理税、现有楼宇提档升级；完善配
套服务，建立楼宇工作站，打造楼宇服务前
沿窗口，搭建楼宇信息平台，确保服务高
效、精准、及时，建立专业队伍，提升招商、
指导、管理和服务水平。
全力构筑“大科创”。把握城东智造大
走廊和沪嘉杭三地政府共建的 G60 科创走
廊建设时机，依托工业互联网小镇、四大创

新孵化器、多个产业加速器等发展动力，用
好联胜园区 8 个新建项目 15 万平方米产业
空间，建设一批支撑街道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的，集科技研发、人才培育、成果转化、
企业培育为一体的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引导创建省级
研发中心，加大产业政策扶持力度，逐步形
成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集
群。
同时，街道将持续开展“三大比拼”，持
续抓好双招双引，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精准
高效开展“三服务”，优化育才环境、优化创
业环境、
优化服务举措、
优化公共服务，
全力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一流宜居宜业环境，努
力保障企业及各方人才在南苑安居乐业。

抓牢
“三个关键”确保服务群众到位
加速政策惠企。明确 6 个专
员负责政策在线解答，同时编印
《惠企精解版》，通过微信转发、上
门走访等方式，做好线上线下指
导，确保企业看得懂、会申报、补
得到，提升惠企覆盖率，截至 3 月
23 日，房租补贴已申报 121 家企
业 ，成 功 兑 现 1334 个 员 工 折 合
66.7 万元；商贸服务业补助已申
报 931 家，街道本级积极兑现园
区补助 315 万元。
加强资金支撑。会同农商
行、台州银行等多家信贷机构，明

确信贷服务专员，对走访发现的
10 余家急需融资信贷的企业，跟
进做好上门服务，其中，农商行钱
塘支行已为 3 家中小企业发放贷
款 667 万元，确保企业生产经营
资金保障及时。
确保物流畅通。针对疫情期
间杰丰服装、嘉溢制衣等多家企
业物流货运需求，主动靠前贴心
服务，打通高速公路、产业园区等
多道卡口，同时通过区级部门积
极协调跨省运输，确保物流生命
线畅通。

服装企业复工复产

“理想塑胶”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