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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六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健全机制保障农民工返岗
我省正安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那么，农民工如何返

岗？重点企业用工咋保障？2月24日，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六场新闻发布会上，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南阳市政府、周口市政府、平顶山市政府相
关负责人回答了公众的关切。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乡
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企业复工的经验。

截至 2月 23日，全省农村劳动力外出
返岗368.9万人。“我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及
时有序组织农村劳动力返岗就业，对于促进
经济社会恢复正常秩序意义重大。”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李甄介绍，我省采取
了多项措施有力有序促进农民工返岗复工。

一是强化政策支持。根据不同地区风险
等级，做到“一地一策”“一企一策”。二是健全
工作推进机制。摸清全省返乡农民工底数，与
农民工输入较多的浙江、广东、江苏、北京、上
海等5省市建立劳务协作对接机制。三是有

序组织返岗复工。会同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
有关部门建立联络机制，做到出发有组织、健
康有监测、运输有保障、运达有交接、全程可追
溯。四是保障省内重点企业用工。通过“点对
点”形式输送农民工，有效缓解了三全、富士
康、长垣医疗耗材企业用工难题。五是引导就
近就地就业。截至2月23日，全省181.8万贫
困家庭劳动力中已有93.9万人返岗就业。六
是推广就业线上服务。截至2月23日，全省
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累计发布岗位需求信
息201万个，接收劳动者求职信息151万个。

1 省人社厅：全省农民工外出返岗368.9万人

3 周口市：100万名以上农民工将陆续外出就业

2 南阳市：“三有一可”机制将帮47.3万人返岗

4 平顶山：鼓励家门口就业

5 企业：政企合作吸引工人返岗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讯（记者 曹萍）2月 24日下午，河南省赴武汉
疫情防控宣传报道摄影小分队出征仪式在郑州举行，队
员在出征仪式后乘高铁前往武汉。他们将深入一线，用
镜头定格武汉当地抗击疫情的震撼场面和感人瞬间。

据悉，此次摄影小分队共 12人，由来自省摄影家协
会、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的10名摄影记者和摄影工
作者组成，另外还有2名司机，小分队由省摄影家协会副
主席罗勇任组长。

河南日报摄影部记者王铮说：“我们要用手中的相机去
记录非常时期的难忘场景，尤其是我省支援武汉人员的英勇
表现，展现当地众志成城、共渡难关的信心与勇气。”③4

本报讯（记者 李宜鹏）2月 24日下午，河南第 15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出征。这也是我省派出的首批心理援
助医疗队。这支医疗队共30名队员，来自河南省精神病
医院、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洛阳市第五人民医院、驻马店
市第二人民医院等4家医疗机构，涵盖精神医学、心理学
等专业学科，年龄最大的52岁，最小的27岁。

省精神病医院精神科主任张建宏担任队长。据他介绍，
队员到达武汉后，将尽快开展心理援助和心理危机干预工
作，为患者和一线医护人员进行情绪安抚和心理治疗。截至
目前，河南支援湖北医疗队共出发15批，队员1271人。

省卫健委副主任刘延军随这支医疗队一起奔赴武
汉。他将协助国家卫健委驻湖北指挥部，统筹我省支援
湖北各医疗队开展工作。③9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2月 24日，记者从省总工会获
悉，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我省各级工会共组建职工
志愿服务队 21312支，参与职工志愿者 67.8万余人。他
们通过疫情防控、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心理疏导、法律咨询
等志愿服务活动，全力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据介绍，战“疫”开始以来，省总工会及时印发《关于开
展“和你在一起”职工志愿服务工作的通知》。全省广大职
工尤其是劳动模范踊跃参加职工志愿服务活动。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2月21日，全省各级劳模捐款捐物共计6.15
亿元，其中现金4.956亿元，医疗用品价值6080余万元、
其他物资价值5850余万元。③8

河南支援湖北
首批心理援助医疗队出征

我省赴武汉疫情防控
宣传报道摄影小分队出征

67.8万余名职工志愿者奋战抗“疫”一线

（上接第一版）除了浙商银行郑州分行
迅速行动、未雨绸缪外，更主要的是依
托浙商银行平台化服务这个“利器”。

平台化服务是浙商银行不同于
传统商业银行的特色经营模式，“浙
商银行不是简单为用户提供存贷款、
理财服务，而是应用金融科技，植入
平台化基因，创造客户价值，服务实
体经济，着力打造‘科技+金融+行
业+企业’的平台，连接各类金融产
品，连接各类客户、连接各种场景，为
企 业 提 供 流 动 性 服 务 和 自 金 融 服
务。”郭斌说。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把平台化服务
作为这次抗击疫情的服务主渠道，加
速构建池化融资、应收款链、易企银

“三大平台”，发挥平台化服务优势，积
极推进平台化服务业务模式推广应
用，提升企业流动性管理能力。

此次疫情显示出，各行各业线上
化、平台化的服务前景可期。浙商银
行是国内商业银行应用区块链技术
的先行者，推出业内首款基于区块链
技术的“应收款链平台”，为企业客户
提供签发、承兑、保兑、支付、转让、质
押、兑付等功能，帮助企业盘活应收
账款、减少现金流出、增加财务收入、
降低负债率。运用互联网+技术设计
的池化融资平台，融企业流动资产与
负债于一池，创新设计资产池、出口
池、票据池，可以破解企业资产与负
债的品种、期限错配等问题，盘活企
业闲置资产，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杠
杆、融资成本、增强集团管理、提高资
产收益、提升业务效率。打造易企银
平台，融合结算、信用、融资等专业技
术，创新与企业集团、供应链核心企
业和互联网交易平台等合作模式，为
其成员单位、上下游企业等提供降本
增效、安全高效的综合金融服务平
台，帮助企业打造供应链生态圈、增
强流动性管理。

疫情期间，为确保金融服务“不打
烊”，浙商银行平台化服务发挥了关键
作用，依托“三大平台”，资产池、票据
池、出口池、超短贷、至臻贷、仓单通、
订单通、区块链应收款等特色业务功
能，全流程线上化操作，贷款随借随

还、线上提款、实时到账；票据实时查
询、在线实时办理（直通车）、电子签
名、电子合同、在线融资申请、7×24小
时在线融资结汇；应收账款能够任意
拆分、随时转让，在线办理结算融资业
务。这些高科技让企业不用跑网点，
解决了疫情期间企业往来银行网点的
痛点问题。

同时，浙商银行“三大平台”大力
推行减费让利，减免流动性服务相关
各类收费，真正帮助企业降成本。在
服务企业流动性管理，尤其是民营企
业融资难、贵、慢的方面确实是“另辟
蹊径”。成立以来，浙商银行郑州分行
累计为客户节约财务费用支出超过
1.6亿元。

截至目前，浙商银行郑州分行“三
大平台”签约客户 521户，其中 60%为
民营企业；累计出池融资金额 847 亿
元，累计入池资产余额 661亿元；至臻
贷余额 42.6 亿元。累计签应收款 60
亿元，累计应收款链保兑余额66亿元。

坚守本源 服务实体

创新“三大平台”，最终目的是为
了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

展。围绕“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的绚丽篇章”的要求，浙商银行郑州分
行深入领会，积极响应，迅速跟进，在
总行一系列平台化服务产品创新的基
础上，围绕河南实体经济特点和需求，
因地制宜大力开展营销创新和应用创
新，为河南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
转变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服务和支持。

为更好地支持省内新兴产业发展
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浙商银行郑州
分行在区域内首倡“智能制造服务银
行”，创新推出“融资、融物、融服务”
综合金融服务模式。2019年，该行主
办全省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专题培训；联合浙银租赁在河南创新
推出“银租通”，助力河南“制造”到

“智造”之路走得更顺。截至目前，该
行已累计服务河南省 30 家智能制造
企业，累计提供融资超 42亿元，成为
我省智能制造特色化金融服务模式探
索先行者。

小微企业是市场中最活跃的因
素，也是最脆弱的细胞。诞生于民营
小微企业最活跃地区的浙商银行，始
终将服务小微企业，开展惠普金融作
为发展基石。为解决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浙商银行郑州分行大力推

广产品创新、技术创新，通过线上化申
请及快速审批模式，以及房抵点易贷、
连续贷、信用通等产品，大幅提升融资
效率；以线上一日贷、到期转、三年贷
等主打产品，打通银企融资对接“最后
一公里”。

疫情发生后，浙商银行推出了支
持小微企业贷款宽限、主动续期、增加
授信、绿色信贷、特色特办、线上办理
六条举措，在抗击疫情期间帮助小微
企业平稳渡过“难关”。

在企业多元需求的当下，特别是
疫情防控吃紧时期，浙商银行郑州分
行积极顺应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为
企业提供全链条、全周期、全价值的金
融服务，较好地解决了企业资金筹措
难题。2019年，该行累计实现债券承
销179亿元，其中信用债券承销156亿
元。成功创设河南首单信用风险缓释
凭证、首单纾困债务融资工具、首单民
营企业债权融资计划、首单挂钩国企
债券及系统内单笔最高额的信用风险
缓释凭证。

在服务河南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上，浙商银行郑州分行创新“互联网+
池化”融资业务模式，打造以“涌金出
口池”“浙商交易宝”“浙商汇利盈”为

核心的服务平台，提供集应收账款管
理与融资等功能于一体的专业化服
务。参加了河南省与长三角地区经贸
合作交流会，并与河南省商务厅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举办国际业务推介
会,并参加省商务厅主办的“稳外贸”
政策宣讲团。

三年来，浙商银行郑州分行聚焦
国家战略，根植实体经济，支持内陆
开放，纾困民营企业，支持产业转型
升级，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用源源不
断的金融活水，滋润着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大局。

累 计 为 地 方 提 供 各 类 融 资
2010.35亿元，超前推进省政府与浙商
银行总行签署的“未来五年内，累计向
河南省提供不少于 3000 亿元的意向
性融资支持额度”的目标。各类资产
余额 64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157亿
元。荣获年度中原优秀服务银行、中
原创新银行等称号。

与爱同行 热衷公益

抗击疫情是一场全民行动。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严峻形势，浙商银
行郑州分行热心公益，为防疫重点单

位、疫情严重地区送去温暖。
我省信阳紧邻湖北武汉，是革命

老区，又是脱贫攻坚重点区域，也是我
省新冠肺炎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为
支援信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浙商银
行郑州分行取消三周年行庆活动，积
极筹措费用72万元向固始县人民医院
捐赠一辆负压救护车。洛阳分行向洛
阳传染病医院捐赠45箱医用酒精疫情
防护专用物质，用实际行动支援疫情
防控。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浙商银
行郑州分行发布了全行员工捐赠倡议
书，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
党组织都是一个战斗堡垒，在短时间
内，募集善款63600元。

开展慈善活动，积极投身公益，并
不是浙商银行郑州分行的一时之举。
三年来，“有温度”“有责任”已经成了
该行的一张名片。开业之初，向光山
县捐赠金融精准扶贫资金 100 万元。

“彩虹计划”连续三年为革命老区光山
县王大湾手拉手希望小学捐赠。每年
八月盛夏时节，该行都会开展“致敬城
市守护者”公益赠饮活动，为高温工作
者送去爱心清凉水，累计赠饮的数量
已数万瓶。积极投身金融知识普及工
作，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金融知识
万里行”“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
进校园”等活动，这样大大小小的“公
益讲座”已经开展了近百场。

该行先后探索了“银行+企业+扶
贫车间”“银行+公司+合作社+农户”
等金融精准扶贫模式，通过贷款、发
债、流动性服务平台等多种形式支持
龙头企业带动扶贫，扩大产业扶贫的
辐射效应。目前，已通过为牧原股份、
思念食品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通
资金 22亿元，带动上万户贫困家庭脱
贫致富奔小康。

三载韶华勇奋进，凝心聚力筑新
篇。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这个
特殊时期，站在新的起点，浙商银行
郑州分行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
院、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在夺取
疫情防控与经济平稳发展的双胜利
中贡献力量！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根植中原 与爱同行

为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浙商银行郑州分行为信阳固始县人民医院捐献
一辆负压救护车

2019年8月，浙商银行郑州分行主办全省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专
题培训

“南阳市是传统劳务输出大市，接壤湖
北，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作的
任务很重。”南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景
劲松说，为此南阳市探索建立了“有组织地
进行外出前健康状况核查监测、有组织地
开展劳务输出、有组织地开工复工和可追
溯信息系统建设”工作机制，全力保障外出
务工人员健康、有序、及时、顺畅返岗复工

和企业有序分类复工复产开业。
截至 2月 23日，南阳市春节返乡的农

民工约 106 万人，有外出务工意愿的有
47.3 万人，其中有 45.9 万人是属于有固定
岗位的。“三有一可”工作机制实施以来，已
经为17.1万人开具健康证明。通过政府组
织“点对点”先后输出 976批 43008 人，市
内县域之间转移就业3.6万人。

周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吉建军介
绍，周口市预计还将有 100万名以上农民
工跨省外出就业，将从四个方面发力服务
农民工返岗：

一是成立专班。制定市、县、乡、村四
级服务方案，每村明确 1名服务专员，全力
做好节后农民工跨省外出务工服务保障工

作。二是精细摸排。全面摸排返乡人员信
息，做到底子清、去向明，人员信息可追
溯。三是精准对接。主动邀请杭州、宁波
等外出务工集中地人社部门来周口，建立
政府“面对面”、企业与员工“点对点”联络
协调机制。四是安全输送。做到“出家门
上车门，下车门进厂门”。

平顶山市副市长刘颖介绍，该市鼓励农
民工省内就业，保障重点企业用工，并从以下
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摸清底数。各县（市、区）建立工作
专班，将组织网络延伸到乡镇和村组，逐户了
解劳动力就业意向等信息，目前已收集归类
建档人员信息 19.9 万条。二是突出重点。
对重点企业，优先满足阶段性用工需求。目
前已为三全食品公司护送82名员工返岗，为
郑州富士康集团输送 1745名员工。三是精
准对接。先后对接浙江绍兴、宁波和福建泉
州等地，将提供6万个工作岗位。

三全食品在人社部门帮扶下，采取“点对
点”方式，切实解决了企业工人返厂难的问
题。同时人社部门还将三全食品纳入线上春
风行动，在河南就业网、各省辖市人社部门网
站及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用工需求信息，促进
企业和求职者有效对接。“做好‘返岗后防控
措施’，是摆在企业面前的一件大事。”三全食
品有限公司副总裁李鸿凯说，企业将统筹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以实际行动确保安全复
工，开足马力生产保障民生所需。

“为了全力支援一线，我们在春节期间已
组织复工。”华西卫材总经理崔文波说。公司
通过号召党员职工带头，提高薪资等方式吸
引了 150 名工人返岗。当地人社、工信、发
改、商务、卫健、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主动服
务，与企业建立了“一对一”驻厂服务机制，及
时将 400余名工人接送到企业，有效解决了
企业用工缺口。③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