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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随州日报社
共建：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曾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随州市社会保险局、随州市劳动就业局、

随州技师学院、随州市人才服务局、随州市劳动保障监察局、随州市人事考试院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何晓欢）疫情防控当前，随县人
社部门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抓具体、抓深入，积
极探索，创新“一二三四”工作措施，全力做好农民工返岗
就业工作。截至 3 月 21 日，累计组织协调“点对点”运输
服务 33余次（趟），服务成规模、成批次外出务工人员 654
余人次。

开展一次专班行动。县人社局会同公安、交通、卫健
部门联合启动农民工返岗务工“点对点”畅通专班行动，
对用工集中地区和集中企业组织开展“点对点”专车运输
服务，形成“出行需求保障——行前服务温馨——返岗交
通畅达——抵达入企顺利”的“一站式”服务机制。

紧盯两类重点群体。一是保障“送出去”群体。明晰
去向，摸清底数。依托乡镇人社中心、村（居委会），驻村
逐户对务工就业去向进行摸底，促进劳务输入地和输出
地供需精准对接。二是稳住“留下来”群体。全县着力加
强本地供需对接，针对有就地就近就业意愿的农民工，主
动推送岗位需求信息。岗位需求涵盖县内产业园区、企
业、扶贫车间。特殊时期，采取网上“不见面”招聘，增加
本地农民工就业供给，促进就地就近就业。

用好三个服务平台。一是用好人社部搭建的农民
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平台。根据农民工填报的出行
需求信息，做好数据分类应用和组织出行工作。二是用
好随州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就业去向统计”微信公众号。
引导有返岗意向的农民工通过小程序，录入个人信息及
返工需求，组织集中返岗出行。三是用好返岗复工专班
热线和“12333”专线服务。农民工可随时拨打返岗复工
专班热线 3338280、3563755 和“12333”人社服务专线，反

映其返岗就业相关诉求，各地政府专班及人社中心安排相关人员对接提供相应
服务。

建立四大保障机制。一是组织保障机制。建立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
务协作机制，明确工作责任，加强沟通衔接，加大信息共享力度，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安全保障机制。建立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出行健康服务保障机制，县
公安、卫健、交运等部门落实出行人员身份查验、体温检测和车辆消毒等相关工
作。三是人员保障机制。建立县、镇、村三级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协作
联络员队伍，主动与随县籍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广州、深圳、杭州等地随州商会
对接，联系所在地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介绍农民工“点对点”服务保障政策，收
集汇总农民工出行信息，及时组织农民工返岗就业。四是经费保障机制。多渠
道协调资金对农民工“点对点”运输服务给予补贴，综合利用一次性用工补贴、一
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用工企业主动承担农民工返岗包车费用。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邓晓东、张子成）“喂，你好！是杨晓玲吗？”“你们已经
安全到达了吗？几点到的？现在安排在哪个公司上班，月薪多少？工作强度大
不大？”“我们昨天上午就已经安全到达了，昨天下午就已经安排在义乌美能笔
业上岗了，公司效益很好，出口订单很多，公司与我们签订的合同工资待遇是每
月 8200元，每天工作８小时，周末还能休息。如果超额完成任务还有提成，有几
个湖南的来的同行妹子，她们能吃苦，每月工资过万！”

“这里职工宿舍住宿条件非常好，网络空调都齐全，我很乐意在这儿上班”!
“谢谢劳动就业部门为我找到了这么好的工作！”今早，广水市劳动就业局工作
人员的回访电话里传来了该市为外出务工人员“点对点”对接、“一站式”送达浙
江沿海城市就业人员杨晓玲高兴地欢呼声。

连日来，该市劳动就业部门已经牵头为广水市外出务工人员开展“点对点”
对接、“一站式”送达南方沿海城市就业上岗人员累计 1407人。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湖北广水作为疫情较重地区，受灾尤为严重。为全面
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广水老乡复工复产工作，广水市劳动就业部门一直在行动。
经过义乌市湖北广水商会和义乌市劳动就业部门的密切沟通协调，在经历多天
的资料收集统计，广水市劳动就业部门组织的首批赴义乌市的 3辆复工“点对点
一站式”大巴包车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下午从广水市恒泰客运站向义乌出发，并
于３月 19日上午抵达义乌，成功助力广水老乡上岗复工。

为全力做好外出务工人员“点对点”对接、“一站式”送达服务保障工作，广
水市劳动就业部门抽调精兵强派出多支工作小分队前往广水市务工人员比较
密集的沿海城市与当地劳动就业部门、广水商会接洽联络，及时摸清沿海城市
企业用工信息，就近就地为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提供帮助。

据悉，截至 21日下午 16时，广水市已有 28批 1826名（省内 4批，107人；省外
24批，1719人）外出务工人员通过“点对点”“一站式”服务外出返岗上岗。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任远超、严文杰）近日，曾都区人
社局积极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大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工作部署要求，一手抓“外输”，一手抓“内拓”，致力打好
政策措施“组合拳”，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和稳定就业。

保输出，为外地务工人员提供“点对点、一站式”专车
服务。区人社局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精准
施策，通过与交通、公安、卫健委等多部门联系协调，保障
符合要求的外出务工人员成规模、成批次、目的地集中的
返岗。先后组织返岗运输三批，安排专车 19车次，分别送
往武汉、深圳、东莞三市，累计“点对点”输送 438人返岗。

设专岗，为重点企业提供复工复产点对点服务。区
人社局专门抽调机关和各镇办 20名业务骨干组成人社服
务专班队伍，为我区 20家重点企业提供政策扶持、用工保
障等全方位上门服务。与企业建立“点对点”人社专员工
作联系机制，及时掌握企业的生产现状、员工到岗人数、
缺工人数、问题困难等情况，加强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
流，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共同研究制定解决方案，为
企业量身定制服务措施。截至目前，曾都区已有 163家企
业复工，到岗人数达到 1.3万余人。

促就业，立足本地产业优势，广泛收集企业用工信
息。为缓解疫情期间“人员外出务工难，区内企业用工
难”的困境，区人社局主动联系区内复工复产企业，详细
了解用工需求，同时，开展“春风行动”企业网络招聘会 3
期，优选企业 57家，提供就业岗位 3500多个，引导鼓励求
职人员在家门口就业。帮助返乡人员特别是贫困劳动力
选企选岗。

下一步，曾都区人社局将继续做好稳就业保民生工
作，精准摸排外出务工人员基本情况，加大组织工作力
度，保障外出务工人员安全输出，千方百计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

减轻企业负担 服务务工人员

▲ 工作人员正在对复工专车进行全面消毒

▲ 3 月 17日，我市第一批返岗
复工“点对点”专车正式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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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高新区“点对点一站式”返岗
服务专车

▲ 3月 19日，市就业局点对点专车送 61位
务工人员赴广东省中山市返岗

▲ 3 月 23 日，大洪山第一批“点对
点”返岗复工专车正式发车

▲ 随州市2020年外出务工人员返岗复工欢送仪式

市人社局多措并举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扬、李海
波）3 月 17 日，4 辆大巴从市人社局大
院缓缓开出，车上来自武汉天马微电
子有限公司的 65 名务工人员满心期
待，准备前往武汉市返岗复工。“在
家里待了这么长时间，真没想到，今
天就能返回厂里去上班了！真是太高
兴了！”武汉天马公司员工黄大江激

动地说道。
据统计，节后我市外出务工人员返

岗复工有 16 万余人，本地企业复工复产
后用工需求缺口近一万人。连日来，市
人社部门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返岗
复工，采取“点对点、一站式”的办法，大
力推动务工人员返岗就业，企业复工复
产。

“点对点”服务打通返岗复工绿色
通道

“为了能够让大家复工返岗的日子
能够早日来临，我们想千方设百计，多
方协调、多方争取，打通了随州市返岗
复工‘四大通道’。务工朋友们可通过

‘自驾返岗、单位接回、到信阳乘火车出
行、点对点送达’四种方式踏上返岗复
工之旅，目前开启随州至务工地‘点对
点’专列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协调中。”随
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

为做好务工人员返岗就业工作，市
人社局联合公安、交通运输、发改、招
商、卫健等相关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
合署办公，为务工人员“点对点”返岗开
辟快速绿色通道。务工人员可通过“自
驾返岗、单位接回、到信阳乘火车出行、
点对点送达”四种方式返岗复工。专班
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与广东、浙江、江苏
等省市人社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掌
握我市务工人员集中地疫情变化、复工
时间、企业用工需求、返岗复工要求等
信息，及时制定外出务工人员返岗工作
方案。同时，为确保务工人员安心返
岗，企业放心接回，按照“一车一方案”

的原则，严格落实每台车载客率不超过
50%的措施组织人员乘车。出行前，工
作人员逐一确认乘车人员身份和健康

“绿码”，并进行了体温检测登记。通过
“点对点”直达输送模式，让外出务工人
员“出家门进车门、出车门入厂门”，健
康出行、有序返岗。截至 3 月 21 日，我
市已经组织务工人员返岗和外出务工
8.6 万人，通过“点对点”包车集中送达
目的地 2549人。

做实复工复产稳住我市就业底盘

“等这批新员工上岗以后，企业生
产线都能够恢复正常生产了，真实太
感谢你们了。”随州正大人事经理杨女
士在电话里高兴的说道。

“那可太好了，继续保持联络，有问
题我们第一时间来解决。”随州市就业
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到。随州正
大公司是我市最大的禽肉类生产企业，
不仅供应本地、外地禽肉食品，还出口
海外，是我市重点用工企业之一。为了
扩大生产，今年新建了厂房，购买了生
产线，但是没有想到新冠肺炎的突然发
生，造成回家过节的工人们长时间被管

控在家，企业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既无
法保证我市禽肉食品的供应，还影响其
他订单的交付，公司面临巨额损失，管
理层简直愁白了头。“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中，企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新员工招
不到岗、老员工返不了岗，影响企业正
常生产。”市就业局就业科科长谢琳说
到。

为了尽快帮扶企业顺利复工复产，
早在 2 月初，市就业部门就相继开展了
企业用工的调查摸底，并建立了实名制
台账，建立了 24 小时重点企业用工保
障机制，制定了“一企一策”的精准服务
措施，积极协调缓解复工企业用工压
力。通过网上“春风行动”和“点对点”
员工返岗服务，为 16 家重点企业解决
缺工 150 余人，促进求职者与用工企业
网上对接，已达成就业意向 2700多人。

3 月 16 日，市人社部门召开县市区
局长会议，对企业复工复产用工保障和
务 工 人 员 返 岗 就 业 工 作 进 行 安 排 部
署。并印发了《关于深化阳光人社惠企
行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稳定就业
若干措施的通知》文件，明确了十八项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利好政策。截至
目前，市就业部门已为全市 346 家企业

发放失业保险费稳岗返还 807.58万元，
惠及 2.63 万人。为 372 名登记失业人
员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网上发放 43 万
余元，落实医保报销待遇。对开工生
产、配送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的企业，落
实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已受理补贴申
报 32家企业计 153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