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个工作群个工作群““轰炸轰炸””，，只为早一天也好只为早一天也好采访札记

■汪锦秀

把更多“不可能”
变成“可能”

继用 9 个月引进长城汽车百亿整车
项目，打破“汽车项目引进周期通常为18
个月”的惯例后，平湖再次创造“奇迹”，14
个月就实现了长城汽车平湖整车项目首
台整车的下线，再次刷新了“长城整度”

“平湖速度”，将又一个“不可能”变成了
“可能”。

奇迹本来“不奇”，惯例更非“真理”，
很多“不可能”中蕴藏着“可能”。只要决
心够大、勇气够足、措施够实，就能实现把

“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惊人之举。长城
汽车整车项目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后我市引进的首个超百亿元
重大项目，也是我市首个整车制造项目。
我市把该项目作为“一号项目”，举全市之
力服务保障，派出了追梦突击队，成立了
破难推进组和服务专班，以“早一天也好”
的理念，政企合力克服疫情、超长梅雨季
和高温等带来的挑战，解决了复工复产、
基础配套、人员招聘等一系列问题。正是
有了铁军团队的主动问需、靠前服务、勇
于作为，有了政企双方的紧密合作、齐心
破难，争分夺秒抢工期、全力以赴推项目，
才再次创造了“平湖奇迹”，把看似不可能
的事变成了可能。

创业维艰，奋斗以成。实现从“不可
能”到“可能”的转变，考验的是干部的执
行力和创新力。在长城汽车平湖整车项
目的推进中，我市敢于打破常规，在审批、
办证等方面特事特办，压缩环节、再造流
程，保证了项目的高效推进。面对项目建
设中碰到的各种难题，相关部门不绕道、
不避难，而是直面问题挑战，创新工作思
路，倒排工作计划，强化担当执行，成功破
解了各种问题。可以说，如果没有平湖铁
军团队的忠实、务实、踏实，始终勇立潮
头、争先创优，把服务重大项目推进的事
办好、办实，就难以实现长城汽车平湖整
车项目的超常规建设。

没有喊出来的辉煌，只有干出来的精
彩。站上新起点，迈向新征程，我们更加需
要锻造一支“唯实惟先、善作善成”的铁军
团队，来开拓创新，勇挑重担、勇开新局。
长城汽车平湖整车项目的超常规建成充
分印证，平湖铁军并非徒有虚名，而是能谋
事、能扛事、能干事、能干成事。勇开新局
之年，我们更要进一步发扬铁军精神，培养

“勇将强兵”，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跨越激
流险滩，战胜艰难险阻，向更高处攀登、向
更远处前行，赋予金平湖更多“可能”。

夫战，勇气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的，除非你选择放弃。”我们已经创造了长
城项目推进的“奇迹”，定能顺势而为，乘
势而上，实现更多“不敢想”“不可能”的发
展奇迹。

核心提示：1414 个月个月，，能做什么能做什么？？长长
城汽车平湖整车项目告诉你城汽车平湖整车项目告诉你，，从一望无从一望无
际的平地到一个现代化际的平地到一个现代化汽车工厂的诞汽车工厂的诞
生生，，仅仅用了仅仅用了1414个月个月，，而汽车项目建设而汽车项目建设
周期通常为周期通常为33年年。。超常规的建设速度背超常规的建设速度背
后后，，是是““平湖速度平湖速度””与与““长城速度长城速度””完美碰完美碰
撞的结果撞的结果，，也是平湖营商环境进一步优也是平湖营商环境进一步优
化化、、暖心助企进一步深化的生动实践暖心助企进一步深化的生动实践，，
更是平湖铁军团队更是平湖铁军团队唯实惟先唯实惟先、、善作善善作善
成成，，奋力书写的又一个精彩传奇奋力书写的又一个精彩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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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军打造深深 度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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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是这样创造的奇迹是这样创造的奇迹是这样创造的
———探寻—探寻““长城速度长城速度””背后的平湖铁军团队力量背后的平湖铁军团队力量

（（本版部分图片由平湖经开提供本版部分图片由平湖经开提供））

““李部长李部长，，你们公司今年招工有哪你们公司今年招工有哪
些需求些需求？？近期需要多少员工近期需要多少员工？？需要哪需要哪
方面的人才方面的人才？？””近日近日，，李志援又接到了市李志援又接到了市
人力社保局就业管理服务处主任郑伟人力社保局就业管理服务处主任郑伟
打来的电话打来的电话。。““郑主任每个星期都会打郑主任每个星期都会打
来电话来电话，，询问我们的用工需求及碰到的询问我们的用工需求及碰到的
招工问题招工问题。。””李志援说李志援说，，对于这样的对于这样的““打打
扰扰””，，他感到很暖心他感到很暖心，，对公司即将量产的对公司即将量产的

““缺工缺工””问题也不再担心问题也不再担心。。
““去年去年22月疫情期间月疫情期间，，市人力社保部市人力社保部

门与经开区就帮我们解决了工地缺人门与经开区就帮我们解决了工地缺人
问题问题。。””李志援说李志援说，，去年开年后去年开年后，，受疫情受疫情
影响影响，，长城项目建设工地的外省籍工人长城项目建设工地的外省籍工人
无法返回无法返回。。正当他们着急时正当他们着急时，，政府包车政府包车
赴江苏高邮和淮安赴江苏高邮和淮安，，接回了接回了5757名长城整名长城整
车项目施工人员车项目施工人员；；平湖经开还协助公司平湖经开还协助公司
及早办理好了复工申请及早办理好了复工申请，，这才确保了项这才确保了项
目建设的顺利推进目建设的顺利推进。。

在奔向在奔向““整车梦整车梦””的路上的路上，，人才不可人才不可
缺缺。。为了让长城汽车整车项目不缺一为了让长城汽车整车项目不缺一
人人，，市人力社保部门特别用心市人力社保部门特别用心。。““他们就他们就
像我们的像我们的‘‘领队领队’’，，去哪里招兵买马去哪里招兵买马，，我我
们放心跟着去就行们放心跟着去就行，，全然不用自己操全然不用自己操

心心。。””李志援笑着说李志援笑着说，，去年以来去年以来，，平湖人平湖人
力社保部门的干部带着他们力社保部门的干部带着他们““走南闯走南闯
北北””招人才招人才，，先后去过长春工业大学先后去过长春工业大学、、山山
东技师学校东技师学校、、浙江海洋大学等近浙江海洋大学等近3030所高所高
校校，，与与 200200多名毕业生达成就业意向多名毕业生达成就业意向。。
就在首台整车下线前几天就在首台整车下线前几天，，市人力社保市人力社保
局副局长陈琦还陪同他们到了长春大局副局长陈琦还陪同他们到了长春大
学学，，接洽招聘事宜接洽招聘事宜。。““有政府为我们背有政府为我们背
书书，，让我们公司有了更大的让我们公司有了更大的‘‘胆子胆子’’和和

‘‘面子面子’’，，使得招聘效率加倍使得招聘效率加倍。。””李志援李志援
说说。。

外地引才脚步不停外地引才脚步不停，，本地本地““订单订单””专专
心培养心培养。。20202020年年1010月月，，在我市政府部门在我市政府部门
的牵头下的牵头下，，嘉兴市交通学校嘉兴市交通学校““长城汽车长城汽车””
订单班正式开班订单班正式开班。。““校企合作校企合作，，订单培订单培
养养””的新模式让校企双方实现资源共的新模式让校企双方实现资源共
享享、、优势互补优势互补，，既为学校解决了学生就既为学校解决了学生就
业机会业机会，，打通学生深造之路打通学生深造之路，，又为企业又为企业
培养了高素质培养了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这这4343名订名订
单班的学生是为我们企业量身定制的单班的学生是为我们企业量身定制的，，
他们既有理论基础他们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操经验又有实操经验，，与与
我们企业的黏性十分高我们企业的黏性十分高，，对我们企业发对我们企业发
展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展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李志援说李志援说。。

其实早在去年其实早在去年 33月底月底，，嘉兴市交通嘉兴市交通
学校的学校的 3232名学生就成了长城汽车平湖名学生就成了长城汽车平湖
分公司的首批员工分公司的首批员工，，并被派往了长城汽并被派往了长城汽
车总部学习车总部学习，，现在部分已成长为一线骨现在部分已成长为一线骨
干干。。平湖技师学院也选送了近平湖技师学院也选送了近 5050名汽名汽
修专业学生进入长城平湖分公司工修专业学生进入长城平湖分公司工
作作。。如今如今，，我市已有近百名本地职技校我市已有近百名本地职技校
毕业生入职长城汽车平湖分公司毕业生入职长城汽车平湖分公司，，为为

““家门口家门口””的百亿项目挥洒青春的百亿项目挥洒青春。。
““我们在为员工来了住哪里的问题我们在为员工来了住哪里的问题

发愁时发愁时，，也是政府部门为我们定制了职也是政府部门为我们定制了职
工公寓工公寓。。””李志援说李志援说，，去年去年99月月，，长城公司长城公司
总部选派了一批员工到平湖公司指导总部选派了一批员工到平湖公司指导，，
再加上不断有外地新聘员工入职再加上不断有外地新聘员工入职，，职工职工
住宿成了难题住宿成了难题。。经开区知晓企业困难经开区知晓企业困难
后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一处腾退厂房改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一处腾退厂房改
造成了职工公寓造成了职工公寓。。““而且根据我们的个而且根据我们的个
性化需求性化需求‘‘私人订制私人订制’’，，让我们很感动让我们很感动。。””
李志援表示李志援表示。。

政府服务的无限延伸政府服务的无限延伸，，成了企业发成了企业发
展的催化剂展的催化剂。。如今的长城汽车平湖分如今的长城汽车平湖分
公司公司，，600600多名员工已到位多名员工已到位，，其中本科以其中本科以
上学历有上学历有100100多人多人，，创新发展动力澎湃创新发展动力澎湃。。

一年前从保定来到平湖，第一印象是
“干净、有序”。随着长城汽车平湖整车项
目的推进，我们与政府部门的接触也日益
增多。企业信息变更在政务大厅一次办
好，工作人员热情高效、方便快捷。特别
是疫情发生后，政府开展了“网络连企，暖
心助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化危为机。
市涉企党组织联盟在我们公司召开驻点
破难对接会，听取我们企业的痛点、堵点，
协调各方力量帮我们解决员工返岗、用
电、供水、交通等方面的困难。人力社保
局知道我们用工招聘困难的情况后，主动
帮助我们对接山东、吉林、贵州等地的学
校和人力社保部门，有效缓解了我们的用
工压力。经开区选派干部担任我们公司
的驻企服务员，开展“店小二”式服务，经
常询问企业项目的进度和遇到的问题，并
第一时间帮助解决，让我们倍感暖心。正
是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各级领导的关
心帮助，让我们的项目从破土动工、厂房
建成到首台整车下线，用时仅一年两个
月，创造了“平湖速度”。

李志援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平湖分公司
人力经营部部长）

企业点赞

置身长城汽车平湖整车项目焊装车
间，一台台橙黄色的机器人正欢快地挥
舞着“手臂”；墙上悬挂的“驻点破难六大
专班”的牌子分外显眼。“随着上个月28
日第一台整车下线，‘长城速度’再次刷
新。现在公司已进入产品的整改完善阶
段，为3月份实现量产而攻坚。”长城汽车
平湖分公司人力经营部部长李志援说。

首台整车下线的第二天，长城汽车
平湖研发中心及跑道项目的600亩建设
用地完成了招拍挂，平湖经济技术开发
区项目推进科科长周恺手机里的“长城
汽车研发中心服务推进群”也开始热闹
了起来。在此之前，他的手机里已经有
了20个与“长城汽车”相关的微信群。

“项目一签约，我们就全方位跟进
服务，当好项目管家。以早一天也好的
理念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周恺说，每碰
到一项具体工作，他们都会与项目方组
建一个微信群，市级有关部门干部、经
开区相关职能科室人员一起参与其中，
随时沟通协调事宜。紧密合作、齐心破

难下，办事速度、解决问题的效率大大
提高。原本需要 70天才能拿到的不动
产权证，长城汽车平湖分公司40天就拿
到了；原本需要10个工作日的整车配套
项目审批流程，通过“一次线上联办”，
缩减为 1个工作日；原本不可能在短时
间内完成的长城公司门前新凯路的延
伸拓宽工程，却在经开“5+2”“白加黑”
工作模式的推动下，1个月之内就实现
了通车……“从 2019 年 11 月中旬至
2020年 1月 20日，我们总共用了 2个多
月时间，就完成了该项目的不动产证、
项目立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
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近40项审批
手续。”周恺说，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长城整车项目是最典型的受益者。

整车项目建设大功告成，但平湖经
开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胡泓恬的手
机里，仍保留着“长城汽车平湖项目服务
推进群”等好几个群里的不少聊天记
录。每每翻看这些信息，当时市发改局、
自然资源局、建设局等相关部门以服务

重点项目为己任，尽心尽力为长城汽车
平湖分公司办实事、解难题的场景依旧
历历在目。“碰到新问题了，取得新进展
了，我都会第一时间在群里发布，相关部
门也立马回应。”胡泓恬说，市里专门成
立了整车梦追梦突击队，他作为队长，自
始至终打好头阵，并发挥好总协调作用，
凝聚起平湖倾力“筑长城”的强大力量。
市委组织部第一时间赴长城平湖分公司
指导成立党支部，建强支部战斗堡垒；并
组织相关部门现场办公，驻点为企破
难。经开区则成立了“经贸服务、党建服
务、安全服务、通电服务、用电服务和建
设服务”六个驻点破难专班，全方面助力
长城整车项目建设。正是合心合力攻坚
破难，才得以克服去年因疫情而停工40
多天的不利因素及超长梅雨季的影响，
创造了整车项目14个月建成的“奇迹”，
刷新了“长城速度”“平湖速度”。

“长城整车项目的建成，为我市打
造高能级汽车产业生态圈注入了强大
的核心动力。”胡泓恬说。

一周一次碰头一周一次碰头““约会约会””，，只为优一点也好只为优一点也好
在经开大厦七楼，有一间“神奇”

的会议室，企业带着问题清单进去，出
来时却愁容不再。“就是在这间长城汽
车项目破难推进作战室里，我们与企
业方每周一碰头，碰撞出智慧与力量，
有效解决了项目建设过程中不断冒出
来的各种问题。”胡泓恬说。企有所
呼，政有所应，为形成政企双方更高效
的沟通协调机制，把“网格连心、暖心
助企”做到最优，整车项目开工后，经
开区就与企业方建立了周碰头会制
度。每次碰头会上，企业都会带来一
张问题清单，与会人员一起逐项研究
商讨，给出对策。碰头会变成了问题
的销号会。

长城汽车平湖整车项目计划年产
能 10万辆，用电负荷高达 40000千瓦。

“用电需求能满足吗？”刚到平湖，长城
汽车高层有过这样的疑问。通过周碰
头会获悉企业诉求后，国网平湖市供电

公司以服务百亿项目为己任，特事特
办，为长城汽车平湖分公司定制了一套
专属的供电方案。

为及时满足长城汽车平湖整车项
目用电需求，平湖市供电公司第一时间
响应，联同政府成立用电服务专班、通
电服务专班，主动对接长城汽车项目成
员，提供用电咨询、项目用电规划指导
等服务，同时选派“专职电力联络员”常
驻现场，更精准、更高效地为长城汽车
项目提供全领域服务。

俞国良既是平湖市供电公司钟埭
供电所党支部书记，也是长城用电服务
专班的负责人。回想最初面临的种种
困难，他仍心有感慨，“长城的外线涉及
3条电缆和架空线路施工，距离远，工程
量大，且涉及土地征迁等政策问题，处
理难度较大。”从河北保定到浙江平湖，
考虑到长城在电能方面的“水土不服”，
为让供电方案优化再优化，供电公司对

项目的供电线路和设备进行了精准定
位，并为他们定制专属的供电方案。在
电力服务专班一次次实地踏勘与协商，
与企业前前后后开展50余次对接后，从
去年 5月 13日确定一期整车地块用电
需求到最终实现按时送电，供电公司仅
用 60天不到的时间就完成了 3路专线
冲击送电工作，提速 80%，一次次跑出
了“电力加速度”。

“电力服务专班成立之初，专班负
责人就向我们作出承诺，及时帮我们解
决电力问题。因此从我们落户到申请
用电，再到电力配套建设，供电公司一
直是上门服务，没让我们跑一步路，十
分省心！”面对政府送上门来的贴心服
务，李志援欣慰不已，为整车项目定制
的方案也让公司相当满意。

如今，三条供电电源点已经全部
“上岗”，为长城的平湖“汽车王国”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电力”。

长城项目基础设施配套对接会

长城整车项目焊装车间首批自动化设备安装

长城汽车平湖分公司向平湖经开送锦旗长城汽车平湖分公司向平湖经开送锦旗

长城平湖整车项目首辆整车下线

一周一通电话一周一通电话““打扰打扰””，，只为多一个也好只为多一个也好

平湖经开包车接施工人员复工平湖经开包车接施工人员复工 六个驻点破难专班成立六个驻点破难专班成立 长城整车项目车间设备调试长城整车项目车间设备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