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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企业

复工生产。连日来，在做好防疫工

作的前提下，我县各地各部门和相

关企业积极行动，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有序推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和日常生活需要，确保全县

经济运行平稳。

截至 2月 19日，全县累计实际

复工数6426家。逐渐攀升的复工数

据背后，是在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两手抓”之间的平衡，也

是政府、企业、乡镇街道、员工等等

的多方协调和配合。

防疫与生产有条不紊
消毒、测温、扔旧口罩、打卡、全

身消毒……在宁波高格卫浴，员工
要经历7道程序才能进入厂区，宁波
高格卫浴二厂防疫组组长葛武斌告
诉记者。疫情防控期间，企业根据
实际情况，有序复工复产，一方面积
极做好疫情防控，一方面尽力保障
生产。如今企业已经恢复了 50%的
产能，随着员工不断回到工作岗位，
企业的产能将不断回升。

第一注塑作为县里最早复工的
试点企业之一，自开工以来便建立企
业6S防疫管理制度，成立了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制定了严密的复工防疫措
施，相关负责人还签下疫情防控工作
责任状，力争做到疫情防控万无一
失。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只见工人们
都戴着口罩，在自己的工位上忙碌着，
车间里只有机器运转的声响。为确保
安全，企业车间建了微信群，每天工人

的身体情况登记汇总，都在群里报告；
而公司食堂到了就餐时段，一改往常
拥挤的状态，仿佛严肃的考场，单人单
桌、间隔三米、不许说话、吃完就走、有
人监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自
企业开工以来，在确保员工生命安全
和人身健康情况下，返岗员工数量逐
渐增多，产能逐渐提升。截至目前，员
工已到岗230余人，产能已经恢复到
70%以上。现在车间正在紧张有序地
赶制出口德国的紧急订单。

在紧抓疫情防控不放松的前提
下，诸多企业已顺利复工复产。而
我县在增强企业战“疫”意识，提高
抗“疫”自觉举措上，按照“联防联
控、分类指导、一企一策、精准施策、
分阶段分批次”的要求，组织推动工
业企业有序复工。

我县采取“一对一”专人接站，
“点对点”专线运送的方式，帮助企
业做好外来务工人员接站工作，直

达企业防控神经末梢。交通部门联
合公安、卫健、发改、住建以及全县
18个乡镇、街道共 25个单位，组成
一支百余人的“接站团”蹲守在交通
卡点，做好测温、询问、引导、登记、
接送服务工作。

县复工核查工作小组开启“硬
核”审批。工作人员经过一个个场所
现场查看，一项项检查条目核对，才
开出复工通知单。“我们大力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但企业必须要满足复工
要求才能有序恢复生产，不符合要求
的一律不予受理。”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同时，为了提高效率，县经
信系统发动 8718服务平台，把相关
企业复工要求推送宣传给全县企业，
提高受理质量；并利用便民服务中心
资源，提高了受理速度和效率。目前
桃源街道已经开通企业便民服务中
心大厅受理初审业务。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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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屠以
撒） “终于可以回宁海上班
了！”2月 19日晚 8时 52分，刚从

“爱心专列”上下来的安徽阜阳籍
员工马明欢呼一声，很快朝着写
有“宁海欢迎您”的指示牌方向
奔去。

当晚，三列从河南周口、江
西南昌和四川成都出发的免费返
岗专列相继抵达铁路宁波高铁
站。站外，县人力社保局工作人
员早早在此等候，除了欢迎横
幅、迎接牌，还专门安排了 6辆
大巴车接人。随后，其中的 106
名新宁海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
下，乘坐大巴分批次返回宁海。

“本来在家还愁着怎么回企业
上班呢，这下好了，全程专车接
送，位置又大又舒服还安全，太
暖心了，感谢你们！”马明表示，
回宁海就和回自己家一样温暖，
这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记者了解到，运用专列和包
车集中组织人员返回宁海复工在我
县尚属首次。在宁波市委、市政府
的统一部署下，由市县两级人社部
门牵头，在交通、卫健、公安等部
门的全力配合下促成此事。

据悉，为提高企业复工率和
员工到岗率，同时严把复工人员
进入宁海的防疫关，从 16日下午
确定返岗专列开始，县人力社保

局连夜开始对接用人单位确认拟
返岗员工名单，详细排查返岗人
员对应户籍地区的疫情风险等
级，安排专人反复对接沟通，统
一预订专列车票。为保障安全返
回，承运大巴每车都以核定载客
人数的 60%控制客座率，全程封
闭、直达宁海。

在返回途中，县人力社保局
为每一位新宁海人分发口罩，推行
甬行码的注册登记，并为他们送上
面包、矿泉水等食品。大巴抵达宁
海高速路口后，各家用人企业负责
疏运员工，并根据不同风险等级区
域采取规定的隔离措施。不少企业
纷纷点赞政府，宁波亚达电器有限
公司人事经理王波告诉记者：“企
业有 15名四川籍员工搭乘专列回
来，这样点对点接送的方式降低了
旅途中的风险，也为企业开工解了
燃眉之急。”

“针对我县规上企业用工短缺
问题，我们进行及时排摸和组
织，让员工尽快踏上返岗直通
车。”县人社局副局长姚江阳说，
眼下，我县企业复工用工情况紧
迫，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为打
赢疫情防控战同时着力抓好企业
复工复产，我县专门成立了县企
业复工复产指挥部，千方百计为
外来务工人员返岗提供便利，保
障企业复工用工需求。

“宁海欢迎您！”

106名新宁海人免费
乘高铁专列包车返岗

本报讯 （特 约 记 者 沈
波） “你好，我已在宁海工作
5年，今年春节回老家过年。刚
刚收到你们发来的短信，可以回
来了吗？”“你好，我是四川的，
初五以后在新昌，现在回宁海需
要办理什么手续吗？”……昨日下
午，在县企业复工复产指挥部，
电话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刚放下电话，又来电话，没
有一点儿空。”综合二组的吕静用
嘶哑的声音告诉记者。记者看
到，在半小时的时间里，她接了
15个电话，没有离开座位半步，
电话连轴转。

随着我县企业陆续复工复
产，用工紧张成了大问题。为了
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克服用工
荒，县企业复工复产指挥部、县
流管中心制作了一封特殊的“家
书”。“亲爱的朋友，宁海是您的

第二故乡，感谢您为宁海发展作
出的贡献。宁海是低风险区，我
们正全面复工复产，诚邀您返工
返岗创业，继续参与宁海经济发
展 。 具 体 详 情 通 过 dwz.cn/
Q2FNgnKM 了 解 ， 咨 询 电 话
0574-65577557、65577667。宁海
欢迎您！”这一温馨的邀请通过手
机短信发送给在外的12万名务工
人员。

“原来考虑要不要回宁海，没
想到宁海主动邀请我们。拨打电
话，工作人员态度诚恳，服务热
情。明天我就返回宁海。”在电话
的那头，江西的余女士告诉记者。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县已
有近 5万名务工人员陆续返回宁
海。随着我县企业招工奖励、稳
岗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企
业“用工难”将得到有效缓解。

12万封“家书”诚邀“新宁海人”回家

我县破解“用工难”再出新招

编者按：按照“两手都要硬、两
战都要赢”的要求，我县一手抓战

“疫”，一手抓复工，加快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恢复正常运行。从今日起，
宁海传媒集团开设“融媒发布厅”专
栏，在电视、报纸、新媒体、广播等各
大平台同时联合推出“对话·有效防
控、有序复产”专题，邀请县内相关
部门负责人围绕如何完善精密智控
机制，加快复工复产进度进行对话，
旨在通过这一专栏，发布权威信息，
回应群众关切，敬请关注。

记者 何莎莎 通讯员 陈珊珊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用工

需求持续增加。疫情之下，节后招
聘会能否举行？外来员工返岗困
难，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缓解企
业用工紧张，我县采取了哪些举
措？昨日，带着这些企业和群众关
切的具体问题，记者采访了县委组
织部副部长、县人社局党委书记、局
长胡小锋。

记者：疫情之下，春节后招聘
会如何开？

胡小锋：企业复工，用工是关
键。今年受疫情影响，我们人社局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工，在确保安
全的大前提下，开展多频率、多场次
的线上线下“不见面”招聘活动。

一是畅通线上招聘渠道。通
过宁海发布、人社局网站等平台发
布企业用工岗位信息，引导企业与
求职者以线上模式实现供需对接，
并实行“不限申报企业数量、不限
企业申报时间”，共推出岗位需求
1.2万个，较往年翻了一番。二是
开展线下“不见面求职服务”。自2
月19日起，在国际会展中心A馆每

日开展“不见面求职服务”，每周更
新发布 100余家单位、5000余个岗
位需求信息，让求职者实现“云上
对接”。同时，由专业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对求职者提供“点对点”精
准跟踪服务。

记者：员工返岗困难，如何解决？
胡小锋：在疫情之下，针对员

工返岗困难的情况，我们主动对
接，及时跟进，采取系列措施：

一是和市人社局联动，开通四
条免费专列，加强排摸联系，有序
组织员工返岗，2月 19日首批 100
余名员工已搭乘专列顺利返岗。
二是向务工人员集中的地区组织

“复工直通车”，鼓励企业以包车形
式将员工接回宁海。三是宁海—
晴隆两地人社部门开通东西部“爱
心包车”，由晴隆组织，宁海出资，
实现让务工人员在最短时间内来
宁海就业。

同时，实施来宁海员工交通补
助。外来员工自行返岗，乘坐二等
座以下火车、长途汽车、客轮等交通

工具的，按票价的50%予以补助。
记者：我县还采取哪些措施来

吸引外来务工人员？还有哪些举
措缓解用工缺口？

胡小锋：一是强化用工监测动态
掌握企业需求，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公
司余缺调剂优势，有效缓解开复工企
业临时用工紧缺问题。二是加强与
重点劳务输出地对接，通过向重点劳
务输出地对接需求，组织劳务派遣，
吸引更多外来务工人员来宁海就
业。三是积极实行企业招工奖励。
为鼓励企业多途径扩大招工规模，在
省市出台系列政策的基础上，宁海也
出台了配套政策。如：每新招收1人，
按每人500元标准补助企业。人力资
源机构向我县企业输送员工50人及
以上并就业超过 3个月的，按每人
500元标准补助。

同时，我们将组织招工专班，
前往江西、贵州等重点劳务输出
地，开展点对点劳务输送工作，为
宁海企业开工复工提供有力的人
力保障。

多措并举加足援企稳岗“助力包”
——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人社局党委书记、局长胡小锋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通讯
员 虞晓帆）“您好，请您出示甬
行码并测量体温。”2月19日晚上11
点，100名贵州晴隆籍务工人员在
经过 3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后顺利
抵达宁海，在县人社局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有序进行身份核对、体温测
量及更换口罩。这是 2020年晴隆
向宁海输出的第一批务工人员，也
打响了 2020年东西部劳务协作有
组织劳务输出就业的“第一枪”。

为保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东
西部劳务协作不中断，助推企业复
工复产不停歇，宁晴两地高度重
视，抢抓复工复产机遇和晴隆未发
生疑似和确诊病例的优势，宁海第
一时间向晴隆共享疫情防控、企业
复工复产、用工岗位需求等信息，
提前做好人岗匹配。经过两地的
全面部署与精心谋划，第一批晴隆
籍务工人员以包车的形式从晴隆
县出发至宁海。

据悉，为引导鼓励更多的劳动
力外出务工就业，宁晴两地出台了
一系列优惠政策。宁海针对晴隆
当地贫困劳动力出台爱心岗位补
贴，子女就学、车补等补贴，晴隆则
提供全程包车服务，并发放中途生
活费、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就业补
贴 2000元等。“为了让他们安心来
宁海工作，我们除了做好严格的防
疫措施，还派随车医务保障人员全
程护送。”晴隆县脱贫攻坚指挥部

培训就业专班、晴隆县人社局培训
中心主任杨青松说。

记者了解到，在这100名务工
人员中，有 94名是第一次到宁海
工作。为确保晴隆籍务工人员一下
车就能在宁海“安岗稳岗”，县人
社局积极联动晴隆县人社局、第三
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就业企业做
好四方服务，提前就人员安置工作
进行沟通协调，确保东西部劳务协
作与企业复工复产“双落地”。

东西部劳务协作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晴隆首批务工人员抵达宁海

本 报 讯 （ 记 者 方 景
霞） 昨日上午，香港宁海同乡
会助力我县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测
温枪捐赠仪式在县党外人士服务
中心举行。县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娄黛敏出席捐赠仪式并颁发捐
赠证书。

据悉，香港宁海同乡会成立
于 2011年，由一群旅居香港的热
心家乡建设、关心宁海在港同乡
福祉的乡贤组成，旨在联络联
谊，促进交流合作。值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关键时期，香港宁海
同乡会会长戴伟民得知家乡很多
小微企业复工防疫缺少测温枪，

立刻发动同乡会成员。在他的倡
议下，成员们纷纷捐款，并通过
各种途径找寻货源，最终在印度
抢购到了 220支测温枪。捐赠仪
式上，香港宁海同乡会秘书长陈
高翔代表同乡会参加活动，将这
批测温枪按需分配给了全县 18个
乡镇（街道），助力我县小微企业
顺利复工复产。

据了解，这只是香港宁海同
乡会助力家乡抗疫的其中一项活
动。在此次疫情期间，香港宁海
同乡会中还有很多乡贤以个人名
义捐赠了医用口罩、儿童口罩、
额温枪等抗疫物资和资金。

助力家乡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香港宁海同乡会捐赠测温枪宁海海关
护航外贸企业复产

2月18日，宁海海关执法人员第
一时间对双一力（宁波）有限公司申报
进口的一批锂离子电池片原料实施现
场查验。为切实帮助疫情期间外贸企
业复工复产，宁海海关安排专人主动跟
进复工企业的进出口订单计划和物流
进度，落实“一企一策”第一时间安排现
场查验，保障进口生产原料及时通关并
投入生产。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陈慧靓 宋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