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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集团企业抱团战疫

“共享员工”缓解用工紧缺难题
本报讯 通讯员吴旻、陈启

宇报道 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
面临用工紧缺难题，笔者从横店
集团了解到，为缓解用工难题，
集团的企业间进行了员工共
享。2月11日，横店影视城派往
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
批“共享员工”到位；2月12日，
横店影视城派往东磁股份有限
公司的第一批“共享员工”到位。

在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的包装生产线上，横店影视城贵
宾楼大酒店餐饮部员工王玉仙
在得邦照明员工指导下，折纸

盒、包装产品。这是王玉仙第一
次以“共享员工”的身份，来得邦
照明公司上班。得邦照明公司
以完成外贸订单为主，外贸订单
产品要按时交付，可许多外省籍
一线工人不能及时到岗，“共享
员工”的到来缓解了用工难的问
题。王玉仙说：“一个上午手把
手教学，我就掌握工作内容和技
巧了。”

东磁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12日到位的“共享员工”已分派
至太阳能事业部、电机事业部，
主要从事组装、检分等岗位工

作。
据了解，2月初，横店集团的

企业间就开始进行“共享员工”
方案的协作对接。横店影视城
相关负责人介绍，“共享员工”是
指从用工需求暂时不紧迫的企
业，临时抽调到急需用工企业上
班的员工。当前，横店影视城各
景区、餐厅的后勤服务类岗位员
工尚处于停工状态，这些人员春
节期间大部分留在横店，比较容
易调配。这次派出的第一批员
工已参加培训，紧接着，第二批、
第三批员工也将陆续培训上岗。

本报讯 通讯员钟伟、俞
立权报道 2 月 11 日，位于绍
兴柯桥区柯岩街道的索密克汽
车配件有限公司开始复工。走
进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工人们
戴着口罩，正紧张有序地在流
水线上操作。目前该公司已恢
复 70%产能，当日完成并发出
2000多套防疫车辆配件。

连日来，柯桥区稳步推进
企业复工复产。截至 2 月 12
日，全区已有 54 家企业复工，
其中工业企业50家、农业企业
4 家，包括春节期间不停产企
业 16 家、防疫及配套企业 12

家、防疫重要项目施工建设企
业 11 家、“三必需”企业 9 家
等，另有51家企业上报拟复工
申请。

在位于华舍街道的精工工
业建筑系统有限公司，车间内
机声隆隆，工人们正忙而有序
地进行着钢结构制作。“我们从
7日开始恢复生产，总共有150
名员工到位，其中结构车间
126名。”精工工业建筑系统有
限公司结构工厂厂长吉文豹介
绍，这些员工中一半是本地人，
还有一半是过年没有回老家的
员工。

在街道和相关部门帮助
下，精工工业建筑系统有限公
司成立了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组，并专门召开疫情防控及节
后复工复产会议，安排部署相
关工作。“我们所有员工都经过
了 14 天的医学观察。”公司行
政事务部经理范思吉介绍，员
工上岗后，公司还发放了防疫
手册，对出入企业的员工严格
登记、测量体温，确保复工工作
安全有序。

2 月 12 日，夏履镇组织专
业消杀人员对浙江宝仁和中科
技有限公司厂区进行消毒，帮

助企业做好复工前准备。截至
目前，该镇已为企业准备了口
罩 4 万只，红外线测温仪 80
多台，消毒水47箱等。

在兰亭街道的绍兴咸亨酒
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30多
名本地员工已经上岗。公司负
责人张尚明介绍，目前公司压
榨、煮酒、包装等几条生产线已
经运行，灌装生产线也即将开
启。据了解，除了复工生产的

“咸亨酒业”，兰亭街道还有 6
家企业提交了复工申请。

除了工业企业，农业企业
复工也在有序推进。位于平水

镇的浙江海丰花卉有限公司
内，60多名本地工人已经全部
上岗，目前公司正在加紧赶制
6个柜的日本订单。

“推动企业顺利复工复产，
事关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全面打
赢，事关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健
发展。”柯桥区有关负责人表
示，该区将严格按照省、市有关
决策部署，把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与深化“三服务”活动紧密结
合起来，主动靠前服务，帮助企
业解决实际困难，引导企业增
强信心，合力营造良好的发展
环境。

绍兴柯桥54家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通讯员陈超报道
“新年好，请先清洁手部，出示
绿码，给您测温……”2 月 12
日，浙江建机集团本部迎来了
节后首日返工，在联锦大厦一
楼复工唯一出入口，正井然有
序地进行返工人员检查和登
记。

为降低疫情对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带来的影响，自网上申
请企业复工以来，浙江建机积
极行动，集中精力按照既定的
复工方案逐一落实复工前各项
准备工作。2月11日晚，浙江
建机复工申请在杭州市企业复
工申报平台审批通过，2月 12
日，浙江建机本部迎来了节后
首日返工。

浙江建机坚持科学严密抗
疫情、安全有序抓复工，实现防
疫、复工两手抓、两手硬，首日
返工的员工均符合“已在杭州，
员工健康码为绿色，身体健康”
条件，复工原则上要求符合条
件的浙江建机领导和在联锦办
公的所有中层人员每天到岗，
一般管理人员实行轮岗制。

此外，作为浙江建机生产
任务的“主战场”，萧山生产基
地的复工复产准备工作也正紧
锣密鼓地推进中。复工首日，
浙江建机党委书记、董事长许
惠铭带队专门赶赴萧山生产基
地进行现场部署，为生产基地
的复工申报检查和后续复工复
产做好准备。

防疫复工两手抓
浙江建机集团本部迎来节后首日返工

本报讯 通讯员孙建新报
道 2 月 7 日，浙江伊鲁博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拿到了全省
首个防控疫情应急医疗器械
注册证号，自这天开始，企业
在继续做好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生产的同时，正全力做好
新产品包装设计、原材料和生
产线等准备工作。待省药监
局正式下发注册证后，企业将
部分生产线转产医用外科口
罩，缓解医疗机构口罩紧缺的
局面。

为进一步满足疫情防控
工作对医用口罩的需求，1月
30日，“伊鲁博”根据全省医疗
器械应急审批流程积极新申
报“医用外科口罩”产品注
册。按照应急审批流程，“医
用外科口罩”产品注册申报审
批需要近20天的时间。

湖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
情况后，按照特事特办、急事
急办的原则，第一时间将有关
情况向省药监局汇报。在企
业提交注册产品检验后，省、
市、县三级专家组对其注册的
申报资料进行预先审评，确保
只要企业的产品注册检验一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和注册审
核也能同时通过，待产品无菌
检验一完成，立即能够取得注
册证投入生产，最大程度供应
医用外科口罩。

2 月 7 日，省药监局提前
一周左右将该产品注册证号

“浙械注准 20202141001”下
发给企业，让企业全力做好产
品包装设计、原材料和生产线
等准备工作；待省药监局正式
下发注册证后，企业将部分生
产线转产医用外科口罩，缓解
医疗机构口罩紧缺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该证号是浙江
省开通应急审批通道以来的
第一个防控疫情应急医疗器
械注册证号。

截至目前，该公司每日约
30 余名工人，实行 24 小时三
班制轮岗生产，待拿到注册
证后，企业的医用外科口罩
日产能可达6万只，且将继续
扩大产能。与此同时，为保
证相关药械产品质量安全，
湖州市市场监管局安排专业
骨干对企业进行驻厂监管，
强化现场指导与质量监督，
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拿到全省首个防控疫情

应急医疗器械注册证号

“伊鲁博”部分生产线
将转产医用外科口罩

浙江凯喜雅华蒙针织
有限公司，位于德清县莫
干山高新技术开发区，是
一家专门生产和销售针织
面料、服装、服饰品外贸企
业，年生产针织服装服饰
品300万件。2月10日，经
当地政府批准后复工。2
月11日企业开始投入批量
生产。

该企业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复工生产。2月
11 日，通过上岗审核的首
批98名复工人员通过体温
测量进入厂区，进行手部
消毒、领取防疫知识资料
后才能进入车间。图为员
工正在加紧赶制订单。

通讯员陶忠德 摄

赶制订单

2月10日，宁波中鑫毛纺集
团有限公司复工，目前约有270
名员工到岗，生产产能70%。

为做好员工防疫，早在 1
月 27 日公司就成立了疫情防
控小组，对在册员工进行一对
一跟踪排查，要求所有返甬员
工自行在家隔离 14 天后才能
上班。开工后，公司采取错峰

分批就餐制度，“每天从 10 点
半开始，每半个小时一批，根
据我们提前排好的时间去用
餐。”中鑫毛纺集团总经理马
宝介绍，为做好防控工作，要
求员工坐下吃饭的最后一刻
才脱口罩，一人一桌，统一朝
东就坐。

通讯员陆珊宁 摄

复工生产忙

记 者 邹 伟 锋 摄 影 报 道
“国有战、召必回、战必胜！”面
对疫情，浙江健拓医疗仪器科

技有限公司立即行动起来，第
一时间复工、争分夺秒生产，全
力保障防疫物资供应。

昨天，记者在“浙江健拓”生
产车间看到，组装、测试、打包、
发货……已是一幅繁忙景象，两
条流水线全速运转，工人们佩戴
着口罩在生产线上加紧装配电
子体温计和半成品的包装。据
介绍，公司于1月26日复工，目
前一天可以生产电子体温计2万
支，红外线体温计2000台，公司
的员工还在不断返回中，全面恢
复产能后，每天将生产体温计10
万支以上。

成立于2002年的“浙江健
拓”，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和生
产电子笔式体温计、红外耳温
计、额温计等医疗器械产品的企
业，该产品可用于个人家庭防护
及医院等公共场所体温异常人
群的快速筛选，已是国内领先医
疗器械供应商之一。

国有战 召必回 战必胜
“浙江健拓”全力保障测温仪生产

记者胡翀报道 “非常感谢
你的支持和关心，结束后我们好
好喝酒。”2月7日半夜，驻企服务
员刘磊收到余姚市吉康医疗器
械厂董事长发来的短信。那一
刻，刘磊感到这些天的努力都值
了。

在疫情发生后，省经信厅快
速响应省委、省政府指示要求，
向全省疫情防控物资生产重点
企业派出第一批驻企“服务员”，
推动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帮扶协
调解决原料、设备、工人等实际
困难。

接到驻企任务时，宁波无线
电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刘磊身在
陕西。当时动车和飞机航班都
因为疫情取消了。于是他于1月
30日凌晨出发，历经近20小时
自驾返回宁波，1月31日一早就
入驻余姚市吉康医疗器械厂。

刘磊进驻的企业距宁波市
区单程距离90公里，每天开车往
返时间超过4个小时。为节省时
间，他主动要求住在工厂的员工
宿舍，以确保企业和省经信厅信
息交流24小时畅通。

“当时企业要开工，面临的
最大问题就是原材料严重短缺，
只够支撑两天的生产，实际产量
只能达到目标的四分之一。”刘
磊说。

一边是各地医疗物资紧缺
的现实，一边是守着设备无法全
负荷开工生产的焦虑，企业负责
人心急如焚。刘磊赶到企业之
后，马上通过省经信厅、宁波市
经信局和相关部门协调。“头几
天，就是打电话、发消息联系，一
早充足电的手机，只能坚持半
天。”在刘磊的努力下，最终帮助
企业解决了原材料短缺问题，于

是就有了企业董事长半夜发来
的那条短信。

“虽然我们不喝酒，但这一
刻我觉得所有努力都值了。”刘
磊笑着说。

省经信厅数字经济处的皇
甫文斌，也是第一批驻企“服务
员”之一。接到通知他立即从老
家赶回杭州，1月31日一大早就
来到位于滨江的浙江兆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任务紧、人员少，企业
采取两班倒。设备和人员从早
上8点开工，一直持续到晚上12
点。作为驻企“服务员”，那些天
皇甫文斌始终与员工一起开工，
与设备一起收工。

为了不给企业添麻烦，他每
天一早起来，准备当天的早餐和
午餐，然后，骑行近50分钟赶往
公司。到了企业后，立即查看生
产计划与进度安排，及时掌握企
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等供应情
况，协调解决企业生产面临的问
题，并每日按时向省经信厅书面
报告企业前一日16点到当日16
点的生产销售情况。

在出发前，省经信厅对驻
企干部提出要按照“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要求，
主动靠前、勇于担当，发挥不畏
艰险、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作
用。而在实际服务过程中，这
些“服务员”们都以优质的服务
赢得了企业的赞赏；同时，驻企

“服务员”深入生产第一线，及
时准确掌握企业生产情况，推
动企业充分挖掘生产潜力，指
导企业严格按照省保障组的调
配计划保障相关物资，为打赢
这场防控疫情阻击战贡献了自
己的一份力量。

省经信厅选派36名干部当起驻企“服务员”

在生产一线化解企业烦恼

本报讯 记者程雪 通讯员
张斌报道 食堂就餐管理规定
拟定、开复工人员审核、开工前
安全生产专项培训……日前，位
于南浔经济开发区的湖州南洋
电机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由开发
区发改、经信、市场监管、应急管
理等部门组成的开复工驻企专
班在企业现场办公，对该公司复
工首日的各项工作进行指导、服
务、监督。

连日来，南浔区按照“严格
管控、突出重点、有序复工”的原
则，派出驻企专班工作组，围绕
防疫物资保供、防疫措施落实、
生产经营困难化解、惠企政策兑
现等开展针对性帮扶，最大限度
减少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南洋电机”是南浔区除已
复工的紧急物资生产企业外，首
批申请复工的企业之一。“为了
保障企业尽快复工，专班组开通
了员工审核快速通道，变单个部
门逐一审批为联合审批，为企业
复工提早了2天时间。”企业负责
人沈恩明介绍，考虑到部分高管
从外省返浔，专班组为企业量身
定制了驻企自主隔离14天的方
式，保障企业顺利运转。

原材料运不进来怎么办？

人手不够，生产供应不稳定怎
么办？……在一线督查后，该区
驻企专班将企业遇到的难题逐
一分类研判，即时交办并督促属
地和各职能部门靠前履职，实地
解决困难。

“机械检修班人员初步落实
了。”2月12日，南浔区科技局副
局长邹贤华本月第5次到访浙江
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缺人
员、缺防疫物资”，听着企业负责
人朱柏荣说出企业当下的难处，
邹贤华在笔记本上一一做了记
录。

为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南浔区抓好“一企一策”服
务，还成立了防疫指导、返岗用
工、物流畅通、金融支持、法律保
障、外贸出口、政策兑现等服务
工作专班，为复工企业提供有力
支持。

“一方面是做‘体检’，一方
面是问需求，二者缺一不可。”南
浔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推动该
项行动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开
展，围绕服务企业关键环节，确
定了问题交办、跟踪问效、助企
直通和信息收集等机制，确保开
复工企业在防疫安全的前提下
平稳健康运行。

边做“体检”边问需求
南浔驻企专班为企业解难纾困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 通讯
员沈雁报道 日前，省市场监管
局推出提供高效便捷的准入服
务、强化企业复工复产计量帮
扶、维护企业公平竞争秩序和权
益等十四条服务举措，全力稳企
业、稳经济、稳发展。

其中提出要提供高效便捷
的准入服务，为各类复工复产企
业提供“网上办、掌上办、寄递
办、预约办”等登记注册服务，加
大力度推进企业刻制印章免单
全覆盖，试点实行税控设备免
单，进一步降低企业开办费用；
进一步优化食品生产许可服
务。对粮食加工品、豆制品和食
用油等涉及生活必需的食品生
产企业，如企业承诺生产条件未
发生变化的，免于现场核查。

对因疫情需要实施转产口
罩企业，我省将建立定向帮扶机
制，通过“三定二免、靠前服务”
机制，发挥标准制定、质量监测、
产品检验等方面优势，主动服务
服装企业转产口罩。根据我省
转产口罩企业名单，滚动确定定
点帮扶企业，组织检验检测机构
骨干力量开展一对一定人服务，
明确覆盖“原料质量检验、生产
过程控制、产品质量验收”全过

程的服务定责清单。建立企业
免送检通道，直接通过“浙里检”
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将送检样
品寄递检验检测机构，实现业务
全流程“一网通办”。对企业转产
后的产品全部提供免费检测服
务，最快速度提供检验报告。

为保障群众日常生活和企
业复工复产中的餐饮服务需求，
支持餐饮单位开展线上餐饮服
务。指导餐饮行业协会与订餐
平台加强合作，支持餐饮单位快
速开通线上餐饮门店、拓宽网络
配送等，减少库存，扩大销售。
强化业务指导，在妥善采取防控
措施的基础上，指导各地尽快恢
复餐饮外卖配送服务，倡议各餐
饮配送单位开展无接触配送服
务，在小区、医院等地推广无接
触餐柜。

此外，还从优化特种设备生
产许可证换证手续、延长部分特
种设备定期检验周期和电梯维
保周期、做好标准化工作支撑服
务、优化便捷检验检测认证服
务、优化疫情期间商标业务办
理、推行专利申请优先即办及质
押融资上门服务、减免农贸市场
摊位费等方面做出规定，支持小
微企业渡过难关。

在生产车间，工人们佩戴口罩在生产线上加紧装配电子体温计。

在研发办公室，技术团队对产品进行讨论。

病毒肆虐不足惧 防疫复工齐并进

省市场监管局
出台助企“十四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