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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岗稳就业 线上协作促扶贫
余杭区节后首场网络直播招聘会吸引万余人次观看

本报讯 （记者 周铭 通讯员 胡显光）
“大家好，只要入职我们豪悦，除了常规的工
资、福利待遇外，还能享受往返车票报销及
开门红包……”在网络直播间，杭州豪悦护
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人事经理正在介绍
当前公司急缺的用工岗位，并向观看直播的
求职者介绍入职后的工资及福利待遇。这
是昨日出现在“东西部扶贫线上直播招聘
会”
上的一幕。
昨日，余杭区人力社保局联合湖北咸丰
县、贵州台江县、天柱县三地人社部门共同
举办了这场“东西部扶贫线上直播招聘会”
，
旨在保障余杭区企业节后用工需求，进一步
加强与三个对口扶贫地区的劳务协作。这
也是 2 月 19 日启动的“余杭区东西部劳务协
作线上招聘周”
的活动之一。
本次直播带岗活动共设置了余杭主会
场及咸丰、台江、天柱三个分会场。在余杭
主会场，
“豪悦护理用品”
“诺邦无纺”
“万通
智控科技”等 6 家余杭企业通过网络直播连
线咸丰、台江、天柱三个分会场，分别介绍了
各自企业的基本情况，并推介各自的岗位信
息、相关工资、福利待遇等情况。
短短两个小时，6 家企业共推介了 395

个岗位，其中既有焊工、叉车工、仓管员等一
线普工岗位，也有质量工程师、机械工程师、
大区经理等高级技术研发和管理岗位。
据统计，直播间共吸引了 10000 多人

次观看。
“ 这次直播活动很有成效，我们将
通过视频或电话面试等方式尽快促成用工
意向，以缓解当前的招用工难题。”
“ 诺邦无
纺”人事曹经理表示，春节前，余杭区人力

社保局就主动邀请企业参与人才招聘活
动，因当前用工需求较大，在收到此次直播
带岗活动的邀请后，他们马上就报名参加
了。
在直播现场，区人力社保局就业管理中
心负责人沈明栋面对镜头，向远在千里之外
的求职者们宣讲了余杭的稳就业新政。他
表示，2 月 18 日，余杭区刚刚出台了《关于做
好 2021 年稳就业促发展工作的通知》，通知
明确规定，对口扶贫地区户籍人员首次被余
杭区企业招用，并在余杭区连续缴纳社保满
3 个月的，按 2000 元/人的标准给予员工一
次性生活补贴，按 500 元/人的标准给予企
业用工补贴。此外，还明确了给予三地户
籍人员与本地户籍居民相同的就业帮扶政
策。
据了解，余杭区东西部劳务协作线上
招聘周活动仍在火热进行中，截至目前，已
吸引余杭区 128 家企业参与，推出用工岗
位 2500 余 个 ，已 收 到 网 上 简 历 980 余 份 。
此外，2 月 25 日，规模更大的余杭区春风行
动云招聘月也将正式开启，目前已有 260
家企业报名参加，共上传用工岗位 5200 余
个。

陆羽主题茶铺进驻未来科技城 助推径山茶文化传承

本报讯 （记者 周保勇 通讯员 董哲
语）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及产品研发升级，昨
日上午，来自大径山的新中式茶饮品牌——
“陆羽泡的茶”在未来科技城海外高层次人
才创新园正式开业。新店与海创园航站楼
相连，面向园区内部，来往未来科技城的商
务人士和附近工作的市民不仅多了一个茶
饮新选择，也可以借此深入了解和感受余杭
大径山的文旅 IP 内涵。
据悉，作为世界抹茶之源、茶圣陆羽著
经之地——大径山区域运营主体的余杭旅
游集团，于 2019 年推出“忠于茶道·精于禅
心”的“陆羽与茶小僧”IP，并以此为契机，智
慧创新农文旅，做精做深文创链，活化大径

山千年禅茶精髓，为大径山禅茶一脉的文化
品牌倾注了时代清源。推出仅逾一年，
“陆
羽与茶小僧 IP”已成绩斐然，荣获了“2019
杭州·浙西十佳文旅融合 IP”
“2019 第六届
中华茶奥会抹茶食品大赛铜奖”，并在 2020
年成功入选首批浙江省文旅 IP。
“ 陆羽泡的
茶”茶饮品牌正是脱胎于屡创优绩的“陆羽
与茶小僧”IP，而海创园店则是“陆羽泡的
茶”
走出大径山区域的第一家店。
在活动现场，
“陆羽”
与
“茶小僧”
的卡通
人物分立迎客，舞狮开演，店内复原的唐代
陆羽煮茶法和宋代七汤点茶法展演吸引了
不少顾客驻足观看，年轻顾客纷纷拿出手机
拍摄这一幕。据了解，
“陆羽泡的茶”
摒弃传

统
“售卖茶品”
的单一经营模式，全新开业的
店铺创新大胆引入“唐代煮茶”与“宋代点
茶”两大禅茶体验产品，丰富茶铺整体功能
调性，为大径山禅茶文化弘扬的日常化、平
泛化提供借鉴。在店铺运营装修上，也将大
径山的禅灵、茶雅、山明、水秀等诸多要素应
用其中，营造茶文化氛围。
“我们希望经过不
断地创新研发，将代表余杭的径山茶变成一
片片金叶子，以文促旅、以旅兴农，让绿色成
为余杭发展最动人的色彩。”余杭旅游集团
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陈伟锋说。
作为径山茶产业传统与时尚的新结合、
新挑战、新业态，
“ 陆羽泡的茶”积极寻求传
统茶饮与现代茶饮契合点，结合果干、冰沙

等全新升级的茶品，创意研发出水果茶、牛
乳茶、冰激凌等新式茶饮茶点，突破了大众
对传统径山茶的刻板认知。在命名上也别
出心裁，如“晏坐红莓莓”
“鹏抟绿芒芒”
“凌
霄绿橙橙”，彰显出径山禅茶闲雅、潇洒、渺
逸的气派。
“接下来，我们希望将‘陆羽泡的茶’开
到塘栖古镇、西溪湿地洪园等余杭各大景
区。同时，联动鸬鸟蜜梨、塘栖枇杷等诸多
具有余杭特色的农特产，上线新口味茶饮，
并融入塘栖法根糕点等江南小吃和饮食文
化，精耕有余杭文化特色、本土味道的品牌
茶饮。”区旅游集团“陆羽”IP 项目负责人余
纪萱说。

珺

余杭
“全生命周期”
人才创业创新服务体系
获省改革创新优秀案例

（紧接第 1 版） 在全区五大产业平台建
成集创业、孵化、交流、路演、培训等多功
能于一体的人才综合体，内设余杭区人
才创新创业全生命周期“一件事”专窗，
通过“专窗+专员+专网”的服务方式，针
对高层次人才开展“个性化”一对一服
务。线上依托余杭人才创新创业全生命
周期
“e 件事”
平台，打造
“网上人才之家”
专窗，让人才办事如网购一般便捷。
此外，该人才创业创新服务体系还
为初创企业排忧解难提供渠道。开展科
技人才服务进科创园、进孵化器、进众创
空间“三进”活动，精准解决重点科技企
业、科技人才、科技项目发展需求。同时
组建三支“人才特派员”队伍，收集人才
在创业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及时
尽力帮助解决。此外，依托钉钉平台开
辟 24 小时企业人才问题反映渠道，实现
对人才诉求“一条龙”线上办理，为全区
3035 家规上工业企业、规上（限上）服务
企业等派遣驻企服务员 1358 名，精准帮
助人才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1.7 万余个。

（上接第 1 版） 良渚街道石桥村以珍
贵彩色树“一村一景”三年行动为契机，
以余杭区珍贵彩色树种进“美丽乡村”赠
苗绿化、义务植树等为载体，在全村范围
内新植珍贵、彩色、乡土树种 15000 株以
上，持续提升乡村绿化水平，推进“美丽
乡村”
建设。
仁和街道普宁村通过开展“送树下
乡”
、美丽庭院、拆违复绿等工作，在村主
干道旁、组级停车场、农户庭院、牡丹公园
等地种植树木6500余株。同时，
结合本村
特色，
修建牡丹园，
种植1000余株牡丹，
打
造
“牡丹花海”
景观。
塘栖镇塘栖村依照全域美丽推进方
案，在入村口等地新建了 4 处占地 1 亩以
上的成片景观林。同时，该村结合“水美
乡村”
“水韵风情线”建设，对多条沿线河
道进行生态绿化建设。
瓶窑镇长命村紧邻良渚遗址公园和
良渚遗址风情带。该村突出重点，把树
木种到农家院落、溪边路边和闲置田地，
提升村庄绿化景观。同时，对道路周边
的枯树进行修整、复绿，种植柚子、柑橘、
樱花等一系列经济林。

“三大比拼”促发展活动四季度结果通报
2020 年，区直各单位、各镇街、各平台以“三大比拼”活动为抓
手，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全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实际利
用外资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全区新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新培育高技能人才、新认定市级及以上领军型人才较去年均有较

大增长。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实现“V”型反弹，全年完成投资总量位
居全市第一，增速排名较上年提升 2 位。深入开展“助万企 帮万
户”等“三服务”活动，全心全意送服务、送政策、送温暖，高效破解
复工复产、历史遗留等复杂难点问题，企业群众基层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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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
现将
“三大比拼”
促发展活动四季度情况予以通报。
余杭区“三大比拼”促发展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