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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政策拿出诚意
苏式“年夜饭”更有料

“中奖了！鱼香肉丝、黑椒牛柳、罗宋汤等
10个菜，年夜饭很丰富了！”2月4日上午，在苏
州工作的向君华收到当地发布号上公布的信
息，自己成功获得由吴中区提供的年夜饭礼
券，马上就可以领取。一周前，吴中区在苏州
市发布的“留人政策”上“加菜”，在全区发放1
万份年夜饭礼券，让春节期间留下来的外地员
工畅享年味。向君华告诉新华日报·交汇点记
者，自己老家在四川南充，今年留下过年，怎么
也没想到政府把年夜饭都给备好了。

今年春节，许多像小向一样的外地职工
放弃了回乡过年的打算，做出了就地过年的
决定。作为用工大市，苏州也拿出这座城市
的温度与诚意，“用薪”“用心”留人，从外来务
工者角度出发，考虑他们留苏过年的难点、心
结，急返乡人之所急，想回家人之所想，360度
无死角提供工作和生活便利。

“三倍工资再加上各项补贴，春节假期正
常开工的话，一天最高能拿 1000 元‘大红
包’。”顾为学是中亿丰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员工，老家在安徽。他说，看到工作群
里发布的《2021 年春节假期留任方案》后，就
报了名。“不光为了薪资福利，还为了不给疫
情防控添堵。”

相城在苏州乃至全省率先发布“就地过
年”的号召，不久前又出台了“留相过年”的实
施细则。哪些员工可以获得补贴？补贴标准
是怎样的？如何申请该项补贴？细则中都有
明确规定。在建设领域，相城将实施企业专
项补贴标准，对施工企业留相在岗工作人员
数量达 100 人以上且连续施工的在建项目，
另行给予施工企业专项补贴10万元。

仔细梳理苏州各地推出的“留人举措”，
最大的感受莫过于“留苏过年”并非一句空洞
的口号，而是既香又有料的实在“年货”。

苏州工业园区发布“惠企稳岗”十条，在
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基础上，拿出一揽子真
招实举。园区鼓励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与公共
实训基地组织“送培训进企业”，在春节期间
为企业职工提供线下技能培训。达到 6 场以
上且学员累计超过 200 人次的机构或基地，
按照3万元每家的标准给予补贴。

吴江是民营经济大区，有着旺盛的用工
需要。除了保障外地职工过好年，吴江还把
重心放在春节期间及节后用工上，确保生产
持续稳定。在激励企业加大留人引人力度

外，吴江发挥余缺调剂用工机制作用，利用苏
州市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强化企业用工调
剂对接，鼓励节日期间短期用工需求较大的
企业，提前对接放假早、富余员工多的企业，
实现企业间人力资源合理调配。

苏州高新区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交通
补助都考虑到了。2月期间，对于为高新区重
点企业有组织开展劳动力输送，每批次输送
非苏州大市户籍人员在 50 人以上，且按规定
签订劳动合同并连续参加社会保险 3 个月及
以上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高新区将按人数
给予机构每人 500 元的送工补助；按人数给
予机构交通补助，其中省内市外员工每人100
元，省外员工每人300元。

在苏州市留人政策中，最引人关注的要
数“落户加分”政策。针对留苏工作的非苏州
户籍在苏企业职工，在申请参加 2021 年苏州
市流动人口积分落户、积分入医、市区积分入
学时，给予15分的加分。

“我们不在公司上班，可能领不到补贴，
但今年9月我们家老大就要来苏州念小学，这
个加分很有用，也很贴心，苏州没把我们当外
人！”姑苏区个体工商户黄宝文激动地说。

稳岗促产力保订单
产业链上“催人忙”

岁末年初，苏州货运西站内，苏州中欧班
列货运现场一片忙碌景象。今年春节期间，
这辆火车将不停开，保障中欧贸易渠道畅通。

“去年下半年，我们承接了俄罗斯糖果进
口业务，有力推动苏州市场向‘买全球、卖全
球’发展，临近春节，订单饱满。”苏州市国际
班列货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说，以往春节，
中欧班列一般都会停运 10 天左右，今年完全
不停工，每天都会有人员留岗工作，确保班列
正常运营。公司将在春节期间按照国家标准
发放加班补贴，并适当增加额外补贴，为留苏
员工提供生活保障，给每一位留苏人员送去
温暖。

每逢春节，作为用工大市的苏州，都会面
临着“用工荒”的问题。2020年，苏州市外贸进
出口达到22321.4亿元人民币，在极其艰难的
情况下比上年增长1.5%，特别是面对去年下半
年“拉起来”的生产惯性，春节留人，也是一场
不得不打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卫战”。

为了帮企业留住人，苏州市工信局牵头
出台“稳岗惠企”十条政策，鼓励企业春节期
间正常生产经营。“苏州将对 2021 年一季度
经税务部门确认的工资薪金总额较 2020 年

三季度增加的重点企业，按照增加额最高给
予 20%的奖励，每家奖励不超过 30 万元。”苏
州市工信局企业服务处处长何摧说。

倡议发出后，各地也纷纷拿出“百分百诚
意”，稳岗促产保订单。

张家港将发放 2000 万元惠企稳岗专项
资金，对春节当月保持连续生产的规上企业，
以企业参保职工数为基数，按每人 500 元标
准给予企业一次性稳岗补贴；

昆山提出一揽子政策，以稳岗留工、稳增
促产、用工调剂、商贸保供、人文关怀和优化
服务等 8 条举措，系统性推动企业稳岗促产、
暖心留人；

吴江深入推进人才联系机制，为春节期
间留吴人才搭建“云上”服务通道，助力解决
人才企业生产资源要素保障⋯⋯

政府有政策，企业有行动。“政府政策的
出台，给我们企业吃了‘定心丸’。”飞力达国
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晓燕介绍，昆
山飞力仓储服务有限公司隶属于江苏飞力
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在昆发展 19 年，
有员工约 1500 人，其中一半来自外地，目前
大部分员工都响应政府与企业号召决定在
昆过年。作为一家服务型的物流企业，飞力
达主要客户包括仁宝、纬创、世硕等。春节
期间，客户订单排得满满当当，每天光仓库
出货量就高达十几万件，把员工留下来过
年，既能确保疫情防控，又能助推企业实现

“开门红”。
俐马集团—琪俐（苏州）纺织有限公司是

吴中区的一家企业，临近春节，公司订单激
增，用工紧张。为了响应疫情防控需求、满足
日益增长的订单需求，公司出台了丰厚的补
贴，吸引外地员工“留吴过年”。“除了加班工
资，公司还会给每个人发放额外奖金，年前更
是为员工准备了‘新春大礼包’，留下过年也
挺好！”在了解到公司“留吴过年”的倡议后，
公司员工周钰虹决定，不回四川老家过年
了。通过摸排，该公司约有 1800 多名外地员
工，像周钰虹一样要留下过年的外地员工已
超过90%。

位于太仓高新区科教新城大学科技园内
的苏州盱酋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外地员
工 50 多人。对于留太过春节的外地员工，该
公司给予每人 1000 元的奖励，自愿加班的给
予 3 倍工资且效率高者可另获高额奖金。“虽
然不能回家过年，但对家人的关怀不能减
少。”该公司副总经理邹云说，对于留太过年
的外地员工，公司还为其父母准备了价值900
元的新年礼物和新年贺卡。

柴米油盐诗和远方
全方位营造“家的感觉”

这几天，赵晓琴正忙着和丈夫崔海军商
量置办年货。这对夫妻虽然来太仓打拼10多
年了，但留下来过年，还是第一次。

赵晓琴来自安徽滁州，是太仓市环发公
司高新区（科教）保洁队的一名保洁员。她所
在的工作小组共有43人，其中约有10人是外
地员工，已经全部提出要留太过年。春节期
间，她将与同事们一起，安心守岗，全力保障
城市环境。“环卫保洁行业全年无休，即使是
春节期间，也要有人坚守岗位。”赵晓琴说。

就地过年关键在于安心，生活保障是第
一位。南环桥市场是苏州人最大的“菜篮
子”，这几天，市场人来人往，买水果、备年货、
屯蔬食，好不热闹。“护好民生菜篮子，让大家
安安心心过大年，我们早就做足了准备。”苏
州市南环桥市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梁斓介绍，经过动员，市场中 90%以上的商
户留苏过年，加大货源储备正常营业，预计春
节期间每天可提供1.2万吨农产品。

除了用“薪”用“岗”，苏州还通过举办各
类暖心活动用“情”留人。苏州工会计划投
入资金 600 多万元，推出“两节”送温暖、万张

“文体券”、“互联网+”系列普惠等系列活
动。针对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快递员、保安
员、网约送餐员等“八大员”群体，苏州工会
还将实地走访苏州市保安行业工会联合会、
家庭服务行业工会联合会和快递行业工会
联合会等，为相关人员送上以冬季保暖用品
为主的“冬日暖心礼包”。同时，开展线上

“冬日暖心礼包”专场发放活动，为更多的
“八大员”群体送上关怀和温暖。

既要人员留得下，也要能稳得住、过得
好。连日来，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安
全总监任国伟忙得不可开交。“今年八成外地
员工留昆过年，年三十的年夜饭肯定得吃，大
家要一起包饺子、挂春联，虽然这个春节有点
特殊，很多人不能与家人团聚，但我们也要幸
福度过。”为了安排好留昆过年员工，任国伟
已经列了一批暖心计划。

此外，苏州各级文旅部门、企业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文旅惠民便民利
民活动，将在春节期间为在苏州过年的本地
市民、外地职工、外国人及来苏游客送上“新
春大礼包”，以“最江南”的苏式年味，体现“最
温暖”的城市关爱。

据了解，此次的文旅惠民“新春大礼包”

分别为留苏职工免费游玩国有旅游景区、留
苏职工享受年夜饭优惠、“冬天旅游季”主题
游、“品味江南文化、品鉴江南年味”新春展览
活动、国有文艺院团“唱大戏”和非遗民俗免
费体验六项，包括文化艺术活动 182 项、群众
文化活动 1021 项、文博展览活动 84 项、旅游
活动 86 项、其他活动 154 项，共计 1500 余项
新春文旅惠民活动。

“园林免费逛，公交地铁免费乘，还有不
少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之前还犹豫，
现在觉得留苏过年也挺好。”安徽人徐海林是
姑苏区娄门农贸市场的蛋饺摊主。他说，“来
苏州这么多年，还没正式逛过几个园林，今年
做好生意之余，一定抽出时间好好逛逛！”

在苏州，吃喝不用愁、出行不用愁、逛景
区不用愁，凡是“打工人”能想到的，苏州各地
都进行了细致安排，为的是让外地职工留下
过个好年。

一系列新春惠民促销费活动在张家港开
展。依托“双 12 苏州购物节——嗨购张家
港”年货节活动，张家港发动、整合各大商圈
让利促销，营造良好购物环境；开展促消费
竞赛，对购物节期间让利促销活动力度大、
成效显著的商家给予一定奖励；春节期间，
留港新市民购车将享受购车补贴，购买指定
项目商品住宅享受开发企业额外折扣。

常熟在苏州市对符合条件的留苏职工给
予 15 分加分的基础上再加码，在新市民申请
积分入学加分政策实施细则中新增一项加分
项目，让分值达到 30 分。此外，每位“在常熟
过节，春节不返乡”的新市民无需提供材料，
只要通过新市民服务管理平台，就能为符合
要求的申请人加上分。

绘制“邂逅平江”攻略地图，4条精品活动
线路各有千秋，商圈、园林、城墙、名人故居、
非遗文创、老字号商家等一览无余；开展“留
在姑苏过牛年，小桥流水盼流连”线上活动，
外地在苏职工只要点点手机，就能参与丰富
多彩的优惠活动，并抽取福利⋯⋯在姑苏区
过年，可谓既有“诗和远方”，又有多重好礼。

“春节之所以要回家，是中国人对家文化
的一种传承。家在每个人心目中是一种回忆
或者美好。作为一座移民城市，苏州出台一
系列个性化、暖心的留人政策，为成千上万的
城市建设者、人才营造了家的感觉，在疫情防
控的大背景下，以精细的管理赋予了家文化
新的内涵。”苏州科技大学副校长、苏州创新
生态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施琴芬这样认为。

愿每一个留苏过年的你都挺好，愿你在
这个温暖的“家”，来年的生活会更好！

留下过年，苏式年货“既香又有料”

这个春节注定不平凡。面对疫情防控压力，近期，全国多地发布通知、政策鼓励
“就地过年”。苏州市作为经济大市、工业强市，也是用工大市，外来人口有800多
万。根据人社部门不完全统计，目前为止外地职工的留岗率达到六成以上。如何
解决“打工人”在外遇到的各种过节问题，能不能留得住、服务好就地过年的“打
工人”，考验着城市智慧和管理能力。

1月22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春节期间稳岗惠企
送温暖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从支持外地职工留苏、支持企业稳定生
产、保障生产生活有序三大方面发布十条意见，鼓励外地职工留在苏
州过年，以期抓紧抓实冬春季疫情防控，全力保障企业用工，确保生
产持续稳定，实现2021年一季度高质量发展“开门红”。连日来，
苏州各地推出多种政策举措和暖心福利，并给出具体细则，让
每个人就地过年的期待更充分。

春节将近，来自五湖四海的你，是否感受到了这座城
市的诚意与温暖？

□ 雷霆 徐瑞雅 盛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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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发布就地过年政策，用“薪”用“岗”用“情”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