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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富阳
“战疫”
先锋致敬（通报表扬第 39、40 期）

强化保障
精细服务

全区各乡镇（街道）靠前服务
推动小微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强化服务
排忧解难

全区各乡镇（街道）靠前服务
推动小微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富春街道：
提供精准服务，
为小微企业纾困
鹿山街道：
“三个一”举措护航商铺复工复产
鹿山街道通过“一铺一档、一图评定、一张名
片”的“三个一”举措，切实抓好疫情防控期间鹿
山新区沿街商铺服务管理，助力复工复产。一是
“一铺一档”，强化管理。制定下发《商铺须知》，
明确商铺防疫工作规范化操作细则。建立复工
备案制度，商铺正式恢复经营前向社区报告，社
区会同社卫中心上门检查并开展防疫指导。商
铺每天两次对员工进行测温、验码、登记，员工填
报个人信息、签订承诺书，相关资料形成“一铺一
档”并实时更新，做到商铺情况全掌握、员工排查
无死角。目前共形成“一铺一档”274 份，1345 名
到岗员工 100%签订承诺书。二是“一图评定”，深
化监督。会同市场监管所对辖区商铺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联合检查近 40 次，结果即时转化为商铺
“风险星级”评定图，并定期调整。截至目前，两
家一星级“存在风险”、二星级“基本安全”商铺均
已整改完成，鹿山新区共有三星级“安全”商铺 78
家、四星级“非常安全”商铺 196 家。三是“一张名
片”，细化服务。打造“线上+线下”的商铺经营模
式，以社区为单位，将恢复经营的商铺地址、经营
内容、联系方式、风险星级等汇总成“商铺名片”，
通过业主群、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向社区居民推
送，居民足不出户享受商铺“送货上门”服务，商
铺也减少了疫情期间客流量少导致的损失。截
至目前，鹿山新区 328 家沿街商铺已有 274 家恢
复经营，
复工率 83.5%。

富春街道以村、社为基本单元，整合多方力
量，以纾困为目标，为辖区 8000 余家小微企业和
14000 余家个体工商户提供精准服务，形成“多方
协作、互助共赢”的良好局面。一是“马上办”助
力复产。为员工 20 人以下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开辟“小微绿色通道”，建立“告知+承诺”一
站式受理审核流程，持有健康码绿码的个体业
主，只要提出复工申请，如实填写《企业责任承诺
书》和《复工职工防疫承诺》，经审核确认，即可在
1 小时内办理完结所有复工手续。组建“帮你办”
志愿队、
“商圈大联盟”等 56 支志愿服务队，手把
手、点对点指导小微企业有序复工，帮助解决问
题 800 余个。截至 3 月 17 日，已完成 1.98 万余家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手续办理。二是“及
时雨”减负鼓劲。贯彻落实“惠企十条”，第一时
间启动“减租惠企”大行动，号召房东与企业、商

户同舟共济，动员辖区内行政村和股份经济合作
社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截至目
前，9 个股份经济合作社和相关村已按照“五议两
公开”程序，减免 8000 余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租金 1900 余万元，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资金压力。三是“拉链式”资源联享。详
细收集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供给和需求，通
过“企业供给―村（社）衔接―企业需求”模式，将
小微企业的需求进行集中整合、争取“内部消
化”，帮助小微企业抱团取暖，共同走出困境。疫
情防控期间，王振和大药房员工工作餐成为难
题，而杭州汇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可以提供工作
餐配送服务，恩波社区立即联系两家企业，帮助
双方解决了难题；朵朵严选面临仓库劳动力缺乏
问题，而启迪教育培训机构可以提供闲散劳动
力，
社区“精准连线”
调配临时用工 6 人。

上官乡：

“四送”举措护航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上官乡坚持深入一线、聚焦问题、找准需求，
送“钱”送“物”送“人”送“服务”，精准护航 275 家
球拍行业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一是力量下沉送
服务。建立小微企业“一企一亲清专员”驻企服
务制度，下沉一线走访问需，对防疫物资储备、外
地员工返岗等各类问题实施“一对一”精准服
务。建立“亲清联系卡”制度，每张卡上标明服务
专员联系方式、服务内容，实行“亮证”服务，让企
业“一目了然”。二是定制政策送资金。组织企
业填写金融服务需求问卷，积极协调金融机构推
出“球拍贷”等量身定制的信贷产品，做到“额度
高、流程短、云申请、响应快”。截至目前，已对 3
家小微企业 300 万元到期贷款予以无还本续贷，
对 4 家企业 420 万元贷款执行优惠利率，为 10 家
企业减免 2 月份应付贷款利息 1.85 万元。三是
“云上”招聘送劳力。根据球拍块状经济工种相
通的特点，整理归类喷漆工等六大工种 700 多个
岗位，紧盯贵州黔东南、江西高安、重庆石柱等重
要务工来源地，向目标返工人群投放招工信息，
用“团购”形式进行“云招工”。截至目前，共收到
460 名求职者的应聘意向，其中一半以上已到
岗。四是暖心服务送物资。联合组团捆绑单位
区市场监管局、区审计局，共同筹措、储备防疫物
资，整合建立 5 支专业消杀队伍，成立球拍行业物
资和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专业有效的技能支持
和物资保障。截至目前，共分发口罩 7000 只，帮
助开展消杀 30 余轮次，着力破解小微企业及个体
户防疫措施到位难问题。

银湖街道：
复工复产从
“心”开始
复工复产以来，面对部分企业员工因担心
感染、长期紧张而出现的焦虑和情绪低落等情
况，银湖街道联合区第三人民医院组建疫情防
控心理咨询专家服务队，为复工企业职工搭建
“心灵的桥梁”，有效缓解心理压力，助力企业开
足马力复工复产。一是高效率线上服务。第一
时间开通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热线，组织 43 名心
理咨询专家轮值接诊，负责线上咨询服务。截
至 目 前 ，共 受 理 疫 情 相 关 心 理 咨 询 1000 余 人
次。二是针对性线下服务。针对有特别需求的
企业和心理问题较复杂的员工，选派心理健康
指导员赴企业现场了解情况、开展服务。累计
已与 50 多名有需求的员工进行交流，对相关心

理问题进行直接、有针对性地解答与疏导。指
导云森集团、天龙手袋公司等一批有条件的企
业，通过借阅图书、播放音乐广播等方式舒缓员
工情绪，并鼓励开展不聚集的工间操、跳绳等文
体 活 动 ，引 导 员 工 以 健 康 乐 观 的 心 态 投 入 工
作。三是贴心式延展服务。联合辖区内各学校
心理老师，招募巾帼志愿者 800 余名，组建“企业
妈妈”服务队，开展心理疏导服务，解答职工及
家属各种问题，协调处置难题，打消员工后顾之
忧。大地村“企业妈妈”服务队为富春涂装等 3
家企业 10 多名员工子女提供作业辅导服务，组
织孩子们参加农事体验、放风筝活动，缓解员工
生活压力。

新桐乡：组群互助解
“三难”
洞桥镇：
“抱团作战”
助力小微企业同日复工
针对小微企业数量多、分布散、免“疫”力差
的特点，洞桥镇统筹区域人力物力，
“ 抱团作战”
助力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一是“组团法”集中帮
扶。将全镇 257 家小微企业根据所在区域划分为
42 个服务网格，每个网格以“镇村干部+党员志愿
者”为骨干组建服务团队。2 月 14 日集中开展“助
企复产”大行动，通过加快复工审核、入企办理员
工通行证等方式，257 家小微企业当日全部完成
复工审批。同时，指定每周一天为“企业服务
日”，以民情组团为单位统一入企走访、统一反馈
问题、统一处置解决。近一个月来，累计帮助宝
莲电子等 17 家小微企业解决问题 23 个。二是
“共享制”落实保障。由镇防疫指挥部统一协调，
采取村企联动、支部协作等方式，帮助企业解决

防疫物资、资源缺失难题。如大溪村与 13 家小微
企业共享口罩采购渠道，帮助企业抢购口罩 3000
只。分片建立 3 支消杀小分队，为小微企业提供
“定时、定点、定标”消杀服务。组织各村摸排暂
未外出务工村民的信息，及时与招聘企业对接，
帮助三溪电配厂、强胜五金厂等 39 家企业招募员
工 76 人，有效缓解企业用工难题。三是“红黑榜”
强化引领。设立“红黑榜”，组织各村村监会和企
业党组织开展交叉检查，营造复工防疫“两不误”
良好氛围。如检查中发现某配件厂连续两次存
在员工口罩佩戴不标准、测温记录不完整等情
况，将其列入黑榜警示。该企业负责人连夜驱车
赶回，
“ 盯人、盯岗、盯点”落实整改，第二周就进
入了红榜。

新桐乡有企业 146 家，其中小微企业占 90%
以上。新桐乡结合自身产业结构特点，开展组
群互助服务，推动小微企业信息、物流、市场等
资源共享，打通企业间合作发展的通道，解决复
工复产难题。截至目前，新桐乡企业已全部复
工。一是“大党委”统调统配，解决“防控难”。
乡党委统筹牵头，组建由工青妇志愿者、专职网
格员为骨干的“复工帮帮团”，上门问需于企，指
导填写复工承诺书、复工方案、应急预案等资
料，帮助解决材料申报、通行证办理等方面的问
题，让小微企业第一时间复工。针对工矿、民
宿、农业等不同企业特点，分类制定行业员工防
疫操作手册，提供外地“红黄码”返程员工居家
隔离点两处，联系工作餐外送人员，调配口罩近
3 万只、额温枪 13 把、消毒液 200 斤，帮助企业划
好防控“硬杠杠”。二是“大物流”拼车拼仓，解

决“运输难”。牵头新桐籍运输车队、货车驾驶
员等建立“同乡物流群”，发挥乡贤优势谈好“乡
亲价”，打通企业收发货信息流，为小微企业原
材料及成品运输提供渠道。如小桐洲村鼎丰包
装和村内其他企业共享运输渠道，
“ 拼车”运输
货品，降低成本、互助互惠。在安监、消控部门
的监督指导下，帮助“满仓”企业协调辖区其他
“空仓”企业“拼仓”储存，缓解订单生产后顾之
忧。三是“大 V 群”包采包销，解决“订单难”。
牵头辖区行业龙头企业成立“大 V 帮帮群”，发
挥信息、人脉、渠道优势，链条式打包对接大市
场。针对农特产品订单流失问题，撮合成立新
桐“创客团”，将新桐米粿、玉米饼等地方特产打
包成礼盒，拍摄“春天的味道―新桐玉米饼”等
一批“乡”气扑鼻的短视频，
“带货”销售，
“线上+
线下”累计销售 200 余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