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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桥街道 防疫复工“两手硬两战赢”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星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坚决贯彻执行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引
领和激励全体星桥人齐心协力、守望相
助、共克时艰，打响一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

在疫情防控战中，街道以党建引领
防控，第一时间通报疫情信息，全体机
关干部下沉社区一线，扎实组织实施群
防群治，织就一道严密的疫情防控网。
在复工复产工作中，街道及时制定出台
八项举措，从吃、住、行、检、联五方面着
手，全力协助企业开展生产自救，保障
经济发展。

在“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
复产”的两线作战中，星桥街道全体干
部群众以务实举措、顽强作风、扎实成
效，为全区实现防疫复工“两手硬两战
赢”做出星桥贡献。

在切实抓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街道专门成立企业复工复
产亲清服务员 （驻企服务员）
工作专班，制定出台“企业复
工复产八项工作举措”，建立

“亲企联合队、岗长服务队、卫
生防疫队”三支队伍走进企
业、服务企业，全力以赴助推
企业复工复产。

为帮助企业尽快实现复工
复产，街道一方面开辟复工备案
快速通道，倡导“规上一企一批、
园区一园一批”，简化企业复工
审批手续，提高复工效率。另一
方面，街道亲清服务员（驻企服
务员）深入走访企业，想企业之
所想、急企业之所急，切实为企
业解决难题：为服务企业协调集

中医学观察点 5处，摸底空置房
源 341户、1041间，实现以房等
人，解决返岗员工“租房难”；统
筹街道餐饮资源，优先审批园区
食堂，加强防疫指导，率先恢复
外卖送餐服务，整合清单送达企
业；及时、无偿将 90支测温枪、
32900个口罩和 605套防护服发
放到急需企业并搜集共享采购
防疫物资渠道，帮助 200余家企
业购买口罩 33700 个、防护服
200余套等，缓解企业“物资保障
难”；发动社区组织辖区房东，动
员外地员工返杭、参与复工复产
工作；对接区级责任部门，对外
招引、对内招工、企业互助，竭力
解决“用工难”。截至目前，街道
累计走访企业 921家，发现问题

136条，已解决问题69条。
在多方努力下，截至 2月 18

日，辖区内 86家规上企业全部
实现复工复产；至3月4日，1108
家企业顺利复工，复工率达
96.52%。

为保障复工复产，杭州市
“12+1”、余杭区“严防疫助复
工 28条”、星桥街道“8条”等
惠企政策全面快速落地，街道
企业复工复产亲清服务员（驻
企服务员） 工作专班集中力
量，通过微信群转发、走访等
方式，“多对一”协助企业解读
政策、指导企业完成申请，确
保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享受到
政策红利。

在接到余杭区印发的《关
于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帮助企业
复工复产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后，街道在第一时间梳理所属
国有资产，主动为各类经营主
体和租户减免 2个月房租金，共
涉及 54个租赁主体，累计减免
49.79万元。

3 月 4 日，星桥街道召开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会议。会
上，街道和商会发起倡议，倡
导辖区私营企业业主、物业单
位、房东等开展房租减免行
动，展现社会责任，携手抵御

疫情。50余家出租经营单位负
责人签署倡议书，承诺减免房
租。

“90后”创业者彭霞入驻在
星桥都市工业园区“梦想汇”创
业园，她的公司目前获得了园区
1万多元房租减免，不仅由衷感
到温暖，也增强了创业信心。

“我们园区都是初创型和小
微型企业，主攻电商、文创和服
装设计。我们本身也是初创企
业，要和园区企业共渡难关。”
2018年 10月，退伍军人郑积荣
和战友一起，改造 3幢厂房创办

“梦想汇”创业园。这次，“梦想
汇”创业园积极响应倡议，为 73
家企业减免了60多万元租金。

像郑积荣一样的民营企业，
在星桥还有很多。截至目前，星
桥街道共计为 622家小微企业
减免租金近1000万元。

在企业响应倡议的同时，社
区、居民房东等在收到街道的

“倡议书”后也进一步采取行动，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免所属
集体资产、出租房租金，助力企
业渡过难关、恢复正常经济社会
秩序。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星桥街道两新党组织挺身而出，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工复产，
涌现出不少助力战“疫”、复工达
产的先进典型。

位于星桥都市工业园区的
仁和热熔胶公司，原来主攻鞋
材、包装等产品的粘合剂。疫情
发生后，公司接到大量医学防护
服密封胶订单，公司总经理、共
产党员赵庆芳亲手调配了第一
个防护服密封胶新产品 3FA，并
克服物流困难，发往合作厂家。

2月 11日，公司复工后，迅
速成立技术攻关小组，接连开发
出医用防护服密封胶 3FA-1、
3FB、3FC等新产品，生产的医用
防护服密封胶可制作 1000万件
医用防护服，全国 70%的医用防
护服都将用上仁和公司提供的
热熔胶产品，为全国抗击疫情做

出积极贡献。
李和平是杭州弹簧有限公

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面对疫
情，他早筹划、早动员、早准备，
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及广大职工
开展复工复产工作；积极响应政
府复工复产号召，及时派出 4辆
专车到黄山、江山、衢州、千岛湖
等地接回20余名技术工人；在人
手不足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开展

“云”培训，提倡一专多能，哪里
需要哪里上。

在疫情防控最关键时期，公
司还捐助星桥基层一线防护服
套 90套、口罩 400个、消毒液 15
箱。

晏明华是余杭区星都医院
党支部书记、院长，曾参与 2003
年抗击“非典”。17年过去了，54
岁的他依旧坚守在一线奋勇战

“疫”。作为院长，他统筹全院防

控工作，布置落实到每一个细
节；作为党员，他深入一线，积极
配合星桥街道党工委防疫大局，
第一时间落实 10名医务人员参
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
检分诊和湖北来杭人员居家医
学观察工作。此外，他和同事还
主动承担起五云、隆昌等 6个城
市社区的医学观察任务，累计服
务667户2133人。

同时，辖区企业还纷纷为街
道抗击疫情捐款捐物。截至目
前，贝利集团、银都餐饮、杭州弹
簧、恒达印刷、西子船舶、杭州左
丰右收等 24家企业向街道捐资
捐物，累计共捐赠口罩、防护服、
护目镜、检查手套等防疫物资
33892件，垃圾袋、喷雾、雨衣等
防疫生活用品11292件，矿泉水、
食品等物资705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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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克时艰渡过难关

齐心协力抗击疫情

“三服务”走实走深走心

●1月31日 出台疫情信息通报制度，通过移动短信、华数电视、社区公告等方式，每日将街道居家医学
观察情况予以及时公告，进一步扩大疫情信息透明度，增强战胜疫情信心。

●2月13日 实施“疫情防控护卫岗”党员干部岗长工作制，街道机关111名党员干部全部下到社区一
线值守。其中61人分赴16个社区的61个卡口，担任岗长一职，进一步扎实扎牢疫情防控网。

●2月17日 出台“企业复工复产八项工作举措”，从吃、住、行、检、联五方面着手，为企业复工复产提
供实实在在的贴心服务。

●3月4日 召开企业复工复产会议，倡导辖区私营企业业主、物业单位、房东等开展房租减免行动，50
余家出租经营单位负责人签署倡议书，承诺减免房租。截至目前，共为622家小微企业减免租金近1000
万元。

星桥街道疫情防控大事记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星桥街道广大机关党
员干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持
续奋战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两
条战线上，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初
心使命和担当作为，成为带领群
众抗击疫情、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的“顶梁柱”和“主心骨”。

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主任
陈晏龙全力当好驻企服务员和

“亲清服务员”。他一边协助企
业开展员工专线返岗政策落实，
同时主动对接区相关部门，帮助
企业开展云招聘，还联系我区在
贵州省挂职干部，另辟蹊径帮助
企业招聘员工。此外，他负责对
街道全体驻企领导干部在企业

用工、工资待遇、包车服务、用工
生活补贴等保障政策方面开展
业务培训，促进“三服务”走实走
深走心。

街道区域发展办负责人带
领科室成员，第一时间排摸掌握
辖区内千余家企业的外地员工
活动情况，梳理出重点疫区人员
名单。从 1月 28日接到第一家
企业提前复工申请开始，该负责
人几乎每天都要接听200余个企
业电话，回复政策咨询，指导帮
助辖区内规上企业做好复工材
料审核申报。

疫情之初，临平市场监管所
星桥站指导员施建平带领队伍
对星桥辖区内 1200余家经营场

所循环开展检查管控。作为沿
街商户复工组组长，他一方面严
格审查沿街商户复工备案，及时
指导商户开展疫情防控，合理管
控“负面清单”；另一方面主动上
门服务，努力帮助企业顺利复工
复产，保障辖区经济有序发展。

自疫情发生以来，星桥街道
城建办工作人员陈昊一直奔波
在街道辖区内大大小小 80多个
建设工地之间，每天认真巡查，
落实落细防控要求。随着疫情
转好，建筑工地复工后，陈昊又
积极协助开展包车接员工、落实
防疫物资等，帮助企业破解复工
复产难题。

保障企业有
序复工，防疫工
作也要做到位

机关干部下沉一线 辖区企业为街道抗“疫”捐赠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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