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9日，抗击新冠肺炎

的战“疫”还在持续。此时，

一趟载着600多名农民工的“石

门号”专列缓缓从石门县火车

北站驶出……

来自石门县新关镇新桥村

的农民工韦春霞踏上火车后，

首先给家人报喜——今年 40

岁的她本是河南南阳人，自嫁

入石门后，便一直和丈夫在广

东东莞横沥镇打工，今年是第

七个年头。

回婆家过年，是她和丈夫

每年春节都坚持的事，因为一

家6口人只有在春节才能团聚。

今年1月，她回到了石门县新

桥镇的家，计划过完年就回工

厂继续赚钱。可谁知，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她和丈夫都被

滞留在老家，哪儿都去不了。

“我们家经济条件也不好，

父母带着两个读书的小孩等着

我们寄钱维持生活，再加上春

耕要开始了，家里还没钱买化

肥。今年耽误这么久，都快急

死了！”韦春霞说，直到 2 月

底接到镇妇联打来的电话，通

知她可以“免费坐专列”回广东，

她才松了一口气。

“我真的太高兴了！他们

说，这一趟火车是农民工专列，

县里给我们把票都安排好了，

全是卧铺，这下我们可以安心

回厂上班了！”韦春霞告诉今日

往年春节过后，岳阳市南

湖新区都会举行大型招聘会。

今年情况特殊，为缓解企

业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用工难、

招工难等问题，南湖新区人社

局首次采取了互联网招聘模

式——通过微信、QQ、电话

等线上渠道，积极采集用工单

位信息，强化审核力度，确保

用人单位、具体岗位、薪酬待

遇等关键信息的真实完整。

随后，将采集到的企业用

工信息通过“岳阳云就业”平

台进行推送，将招聘信息通过

QQ、微信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

发布“微传单”，实时动态更新

招聘企业及岗位信息，让务工

人员求职有门、就业有路。

湖南农民工返岗，家乡人大气“包火车”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通讯员 王建平

2 月 28 日，湖南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会在长沙举行。会上，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黄赞佳表示，截至 2 月 27 日，
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已输送农民工 69279 人，返岗农民工
总数 586 万人，其中省内 231 万、跨省 355 万。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如此大规模的返岗复工，是
如何保证安全的呢？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就带你走近湖南
各地，看看大家都是如何成功到岗的！

点赞！石门县政府“包火车”送农民工去赚钱

女报 / 凤网记者，这一次，跟

自己一起登上“免费火车”的

还有 200 多名女农民工和 400

多名男农民工，大家的目的地

分别是广东和深圳。

3月1日，记者从石门县了

解到，为让 600 多名石门县农

民工安全返岗，相关部门还特

意举办了一场以“战疫情温馨

护航·稳就业助力扶贫”为

主题的“赴粤返岗复工‘石门号’

专列”启动仪式。

“改革开放以来，石门县

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到 17万

多人，其中女性约占三分之一，

劳务收入成为全县主要收入

来源之一，有力助推了‘脱贫

摘帽’。”石门县委副书记、县

长郭碧勋说，为避免疫情传播

扩散，石门的农民工兄弟姐妹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家防控

疫情，等待复工通知。2月下

旬起，石门县疫情防控形势出

现好转，县政府和县人社局等

多个单位就开始

考虑帮助他们

返岗复工——

各个乡镇采

取下派小分

队的方式，

逐村逐户全

面摸排，鼓

励 近 14 天

内没有发烧和

感染症状、没有与新冠肺炎病

人密切接触史的健康人员尽快

返岗，投入到生产一线。向暂

时没有就业岗位的农民工推荐

岗位并及时衔接用工企业组织

上岗，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优

先定向推送岗位信息。

就这样，石门县各乡镇、

街道、农林场妇联都大力参与，

和人社等部门一起深入村居，

通过摸排返岗人员意向，对乘

坐专列者登记造册确认，并及

时报送县就业服务中心。大家

还为返岗人员开具外出务工证

明，组织专车将返岗人员从所

在乡镇送达石门火车北站，统

一领取车票。

另外，石门县卫生健康部

门也做好了外出务工人员的健

康教育、防疫知识宣传和体温

检测等健康管理工作，对赴省

外务工人员出具《湖南省外出务

工人员健康登记表》，并派出专

门医疗队跟车到达广东。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高丽丽）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

情防疫政策升级，湖南各村镇

封路、企业延迟复工复产、小

区封闭管理，空旷的大街、门

锁紧闭的商铺、屈指可数的行

人，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为了解决疫情期间人民群

众的生活难题，中燃集团率先

在全国开展“同心战疫·保障

民生”活动，长沙中燃百江公

司也参与到活动中来。为保障

社区居民正常的燃气使用，该

公司全体干部员工送气上门，

保障居民生活；为响应集团号

召，公司建立了主打“惠民助农”

的慧生活终端销售平台，并用

20 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终端配送

服务经验，为受影响的农户和

小商户解决了各类蔬果农产品

销售问题，为有需要的家庭送

去了生活物资。

延伸阅读 >>

张家界：“暖心直通车”护送农民工返岗
“今年遇上这疫情，还以为

不能出去，还好有专车护送。”

2月24日，张家界市永定区天

门山镇胡丽夫妻通过安检后，

登上了“暖心专车”去广东务工。

当日，该区有 437 名符合

疫情防控出行条件的农民工通

过测量体温、信息登记后依次

登上专车，前往广东省中山、

潮州等地务工。据了解，此前

的 2月22日，首趟农民工返岗

专车已经将 36 名农民工送往

珠海。

“我们安排了18 辆暖心专

车，以直通车的方式送农民

工返岗复工，一共接到了437

名农民工，其中有贫困劳动

力116 名，主要目的就是帮助

农民工克服困难、安全返岗。”

永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局长郭先春介绍。

据了解，18 辆专车经过严

格消毒，满载率不超过 50%，

乘客佩戴口罩隔位、分散就坐。

每辆“暖心专车”上都安排有

防疫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做好

车辆消毒、体温监测、跟踪服

务、途中管理等工作。

娄底：“家乡专列”带你走四方
2 月 24日，娄底市双峰县

青树坪镇裕民村的蒋云辉与 28

名工友，在村里拿到健康观察

证明后，上车前再次经过体温

测量，终于乘上了“返岗高铁

专列”。据了解，这趟高铁专列

共有456 名双峰籍返乡农民工，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37人。

“家乡专列带你走四方”，

如今成了湖南外出务工人员中

流传的一句话。

记 者 了解 到，2 月18 日，

娄底市新化县还有 175 名农民

工分乘七辆大巴赴长沙务工。

邵阳：高速交警雨夜接力护送
“从贵州去复工的朋友们

好，我们是湖南高速公路交通

警察局邵阳支队的民警，正在

为你们的出行保驾护航。”

2 月 29 日，23 辆贵州农民

工返岗专车进入邵阳境内，湖

南高速交警邵阳支队民警雨夜

护送。

此次返岗车队从贵州省开

阳县出发，共载有 593 名务工

人员，前往浙江省宁波市和温

州市，由贵州、湖南、江西、

浙江四省高速警车开道护送。

湖南境内，返岗车队由湖南高

速警察沿沪昆高速全程接力护

送，共跨越怀化、邵阳、娄底、

湘潭、株洲五市，全程 500 余

公里。29 日晚上 20 时 55 分钟

抵达邵阳境内，由邵阳高速交

警全程接力护航，于 3 月 1 日

0 时 44 分与娄底高速警察成功

交接。

返岗人员陈庆军表示，“交

警护送的返岗专车特别温暖”。

岳阳：“保姆式”服务助力复工复产

资讯 >>

长沙“燃气人”坚守一线，保障居民生活

600 多名石门县农民工登上“石门号”免费专列返回工作岗位。

扫一扫，
看更多新闻

“复工专列”、“暖心直通车”，交警开道、 医护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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