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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千里之外 助企招人引才
4 个复工复产用工专班的战
“疫”故事

“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用工短缺成为我市企业复工后的一大难题。为缓解用工难，市委市政府迅速行
动，成立企业复工复产用工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并派出了由市委两新工委、市人力社保局、经济开发区等
部门领导干部组成的包括云南镇雄、贵州罗甸、甘肃、河南在内的 4 个赴外工作专班。
4 个赴外工作专班目标明确，在全力帮助我市企业接回老员工的同时，开辟援企稳岗招工“新战场”，加大招引省外
劳务输出地务工人员力度，尽可能地带回更多的新员工，助力我市企业复工复产，为我市交出“两手硬、两战赢”高分答
卷作出积极贡献。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序组织了 585 辆“返岗直通车”、7 列“返岗高铁专列”，为企业接回了 2.2 万名新老员工，并在
各地新开辟了 20 多个劳务合作基地。但我们又是否知晓，在这些振奋人心的数字背后，凝聚着 4 个赴外工作专班多少
努力和付出？近日，记者专门联系采访了 4 个工作专班组长，听他们讲述各自的战“疫”故事。
□记者 王靖宁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云南镇雄工
作专班组长应业东：拓宽多种渠道招工
“抢人”
，我们点对点服务员工返岗
逐个快速击破。
由于当地返永员工数量较多，
可调集的大巴数量有限，我们按照
我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要求，开
始着手准备开通高铁专列接新老员
应业东（左三
左三）
）
工返永的相关事宜。经过多方准
与镇雄县人社局对接业务
备，2 月 23 日，第一辆镇雄直达永康
在我市的 50 多万外来务工人员
的返岗高铁专列成功发车。随着
中，云南籍员工占比较大。春节期 “返岗直通车”和高铁专列陆续抵
间，
4 万多名云南镇雄籍员工从永康
永，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更多上级
返回老家，
为了能为他们返岗创造便
部门和媒体的关注。
利条件，2 月 19 日，我和市委组织部
尽管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我
干部监督科科长王一统、
市人力社保
们仍希望寻找更多途径帮助企业招
局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市场科科长
工引才。一方面，我们积极参加镇
王宗继带上防护用品、
个人健康证明
雄县劳务输出招聘专场，并设立永
及有关公函，
一同驱车赶往同属于疫
康招聘专区；另一方面，我们转战贵
情低风险区的云南省镇雄县。
州省多个地区，积极与各地方政府
作为我市首批赴外工作专班，
洽谈建立长期劳务合作关系，并积
我们的工作开展没有可供参考的范
极借助当地劳务中介公司，帮助我
本，也无法预判到达当地后会碰到
市企业招收更多新员工。
哪些问题和困难，真是有种摸着石
最终，我们与贵州省毕节市七
头过河的感觉。为了能尽快厘清工
星关区，黔西南自治州兴义市、兴仁
作思路，我们到达镇雄县的第一件
市，安顺市关岭县等地成功建立劳
事，就是与当地人社部门取得联系，
务输出合作关系；与贵州仁联劳务
了解当地运输运力情况，排摸有意
输出公司、浙江博胜隆人力资源有
向返永人员名单，并详细列明了工
限公司达成合作，成功为我市 53 家
作中存在的各项堵点、难点，以便能
企业招用了一批新员工。

市人力社保局政策法规科科长、河南工
作专班组长胡小奔:积极发挥机构优势,
我们探索劳务协作新方式
“浙江永康复工返岗专场招聘会”开
进村庄，让当地村民足不出户也能
轻松求职。
此次赴外工作过程中，我们还
与开封市兰考县达成合作共识，并
永康市与兰考县
就当地实际情况，把劳务输出和就
劳务协作签约仪式现场
业创业有机结合，提出了两地开展
劳务协作的新思路——
“就业创”平
3 月 5 日，作为我市第二批赴外
台模式。通过该平台，当地政府将
工作专班的其中一组，
我和 2 名市人
为我市输送一批较高素质的员工，
力资源机构工作人员驱车前往“抢
我市相关机构也将为这些员工提供
人大战”
的中原
“战场”
——河南省。
技能、创业孵化等培训，真正达到两
当天深夜我们抵达河南省商丘
地合作共赢的目的。
市后发现，来自我省多个县市区的
不仅如此，我们还以“企业为主
工作组已提前在当地“安营扎寨”，
体、
机构作主导、
政府搭平台”为工
一股浓浓的“硝烟味”随即扑面而
作思路，
积极安排我市人力资源机
来。为了在这场“抢人大战”中不落
构与河南各地区人力资源机构对
人后，我们根据金华驻河南指挥部
接，利用市场化运作加快畅通两地
的要求，以商丘市、周口市为驻点，
的劳务合作渠道。
积极接触各地工作专班，迅速掌握
由于河南当地疫情管控仍较严
当地政策、人员信息，并通过定点走
格，在外的这段时间里，吃饭成了一
访、建立微信群等方式，加快联系在
个大难题，几乎餐餐都是方便面加
豫永康员工，落实车辆及行程安排，
火腿肠。尽管条件有些艰苦，但能
组织他们有序返永。
为永康企业复工复产贡献自己的一
同时，我们还在商丘市睢阳区
份力量，我们感到很骄傲。
毛堌堆镇等地打起了“游击战”，把

市人力社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贵州罗
甸工作专班组长方钦：提出“复工政策简
明四条”
，我们用
“空间”换
“时间”

方钦（前排左一）
指导务工人员申请浙江健康码
2 月 18 日，我接到上级通知，需
尽快与市委组织部党员干部电化教
育中心主任徐照兴、
市人力社保局工
作人员胡乔峰一同前往同属于疫情
低风险区的贵州省罗甸县，
与当地政
府协调接新老员工返永的相关事
宜。为了能让我市企业的生产线早
一些动起来，我们来不及做过多准
备，
便于次日匆匆驱车赶往
“战场”
。
2月20日到达罗甸县后，
我们发
现当地防疫管控卡口尚未撤除，
打通
人员流动关口成了我们开展各项工作
的前提。顾不上休整，
我们随即赶往
当地政府沟通协商相关工作。在取得
他们的支持后，
我们一边借助
“两单一
群”
（即永康企业排摸返永员工信息清
单、
当地政府排摸有意愿输出人员信
息清单及预约乘车微信群）有序组织
老员工返永，
一边依托该县人社部门

向全县发布
“复工政策简明四条”
，
明
确员工乘
“返岗直通车”
抵永后无需隔
离便可直接上岗，
且车费全包等政策，
积极组织更多新员工来永。
理顺了在罗甸县的各项工作
后，我们有了一个新计划——由 2
名同事原地驻守继续开展相关工
作，而我则前往周边地区与各地方
政府对接当地新老员工返永事宜，
希望能用更多的“空间”，尽量缩短
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的时间。
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与更多
地方政府达成合作共识，我和同行
的驾驶员辗转于贵州省、湖南省的
多个县市区，每天的休息时间都不
超过 5 个小时。
好在所有的付出到最后都有收
获。在赴外的 15 天内，我们成功与
罗甸县、长顺县签订了长期劳务合
作协议，与贵州松桃县、汇川区板桥
镇以及湖南花垣县达成了建立劳务
合作基地的意向，
并在贵州 4 个地市
州、10 个县市区宣传了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及企业用工需求，为下
一步开展各项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市人力社保局就业处主任、甘肃工作专
班组长方德伟：建立“1+3+N”工作机
制，我们搭建金华就业服务新平台

永康甘肃工作专班
与庆阳市镇原县政府达成合作共识
3 月 6 日，我和 2 名市人力资源
机构工作人员启程前往甘肃省兰州
市。按照上级要求，我们的工作内
容相比其他工作专班稍有不同，除
了要帮助企业接回一批新老员工，
我们还需主动对接庆阳市镇原县，
按照“对口包县、协同作战”原则，千
方百计为建档立卡的困难人员提供
就业机会，积极开展扶贫劳务协作
等各项工作。
在与镇原县政府对接劳务协作
相关事宜的过程中，我们创新提出
打造“1+3+N”脱贫攻坚工作机制，
其中 1 为政府部门主导搭桥；3 为包
括企业、劳动协作基地、人力资源机
构在内的 3 个主要助力单位；N 为
包括人员劳务输出、建档立卡人员
爱心岗位对接、技能提升培训在内

的多个工作事项，并可就双方特色
产业、配套产业等方面深化合作。
该项工作机制一提出，就得到了当
地政府的大力肯定，随即与我们签
订了劳务基地合作协议。
在提出“1+3+N”工作机制的
基础上，我们还积极与甘肃省各家
人力资源机构取得联系，探讨建立
深入合作，积极打造金华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就业服务平台，强化校校、
校企对接，以便日后为我市企业提
供深度的“互联网+人力资源”解决
方案。
通过搭建好的就业服务新平
台，甘肃高校人才可直接进入我市
企业见习基地实习或工作，真正做
到“一对一”精准对接、精准招引，加
大紧缺急需人才引进力度，满足企
业各层次用工需求。
为了能吸引更多甘肃籍员工来
永，我们还对接设立了永康驻庆阳
市西峰区、
庆城县、
宁县、
环县等劳务
基地（工作站），并实地走访部分镇
街区，积极宣传我市用工政策，力求
打通劳务输出的
“最后一公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