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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芳

进出口失信企业将面临39项惩戒
■通讯员 姚望 赵瑾 记者 王珏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可对联合惩戒的对象采取惩戒措施。
本报讯 由国家发改委、海关总署、人民
《备忘录》 的出台是国家信用体系建设
银行等 33 个部门近日联合签署的《关于对海 推出的又一重大举措，标志着海关进出口信
关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以 用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备忘录》 从不同
下简称《备忘录》
）正式下发。
角度量化出 39 条具体惩戒措施，包括纳入黑
从《备忘录》中看到，惩戒范围进一步加 名单、影响信用评定、加强审核检查、限制
宽，实施惩戒的对象不仅包括了失信企业本 性管理、惩戒参考类措施等，涵盖海关、工
身，同时拓展到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商、税务、质检、金融等多个领域，具有较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加大企业的失 强的可操作性。
信成本。各部门获取海关失信企业信息后，
海关认定的失信企业包括走私罪或者走

私行为、一年内多次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
拖欠应缴税款和应缴罚没款项、企业注册登
记信息失实且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海关
依法暂停从事报关业务、涉嫌走私违反海关
监管规定且拒不配合海关进行调查、假借海
关或其他企业名义谋取不正当利益、弄虚作
假伪造企业信用信息等情形。
据悉，余杭海关在推进进出口信用体系
建设过程中，将重点管好两头，对高信用企业
实施联合激励；
对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

比比谁做的菜
价廉物美

五杭村和东新村存在三处存量违建
运河街道：7 月底前将全部清空拆除
涉及违章面积 450 平方米左右；另一处位于东
新村邵家角，私自搭建钢棚仓库，并出租给经
营户用作石灰加工厂，涉及违章面积达 580 平
方米左右。
当天，记者与街道防违控违办工作人员
（135）
前往五杭村违建点，看到一间两层的住宅，砖
混结构。四周还有围墙，住宅后面有一部分
■记者 李书畅
砖混厂房。据工作人员介绍，该违建点建于
上世纪 90 年代，土地属于运河街道集体土地，
本报讯 据群众反映，运河街道五杭村和 后来五杭村一村民私自建设，并用于居住以
东新村存在多处上世纪 90 年代的违章建筑， 及出租。而当事人属于禾禹路项目征迁的拆
迟迟没有拆除。近日，记者来到该地，发现街 迁户，
一家人正在该违建点内过渡。
道已经介入，
并着手拆除违建。
东新村涉嫌违建的企业为杭州嘉凌纺织
此次群众反映的违建共有三处，其中五 植绒有限公司。走进该公司，看到拆除工作
杭村为 1000 平方米左右的砖混结构住宅及厂 已在进行，一些工人正在用气焊对钢棚钢架
房。东新村共有两处，一处为纺织厂，在厂区 做切割处理。另一处违建点位于邵家角附
建筑之间搭建钢结构连接体，阻碍消防通道，

近，一辆中型货车堵在门口，走进去后看到里
面堆满了石灰，两个工人在昏暗的屋子里面
作业。据介绍，这两处违建也都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其中石灰厂是该村 6 户人家集体出
资私自搭建简易房，并出租给一老板使用。
同时，该石灰厂沿河而建，背面还停了两艘货
船，
上面装满了塑料瓶等垃圾。
运河街道防违控违分管负责人戴水林
说，街道发现情况后，立即发动相关力量，下
达整改通知书，对于企业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马上进行了拆除，三处存量违建将于 7 月底
前全部清空拆除。下一步，将按照相关要求
继续开展存量违建整治行动，做好排摸，先以
村为单位开展试点，继而全面铺开，彻底根除
消防等安全隐患。同时继续打击新增违建，
确保新增违建
“零增长”
。

三力齐发 推进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

探索长效 展现活力
代表联络站能否保持经常性、有效性，开
展各项工作是联络站的活力所在。为促进联
络站的活力，东湖街道人大工委注重三结合
来推进。首先是把网上与网下结合。探索代
表联络站工作互联网+，人大工委要求各联络

主要用于心脏骤停人员的
紧急救护

■记者 杨荣 实习生 徐晓莉

余杭区首届机关食堂厨艺技能比赛日
前结束，共有来自全区 12 家单位的机关食
堂参加比赛。
本次比赛由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
办，在赛事设置、菜肴标准及用材选料上，
按照“厉行节约，价廉物美，健康美味”的原
则进行。比赛设置了两个项目，分别是公
务桌餐和中式面点。比赛规则还专门对公
务桌餐的原材料价格进行了规定，将成本
核算作为比赛的评分标准之一，要求参赛
单位和选手严格执行。
记者 周铭 通讯员 颜漫

（紧接第 1 版）区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
东湖街道党工委专题听取并研究了街道人大
工作。根据区人大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代表联络站精神，街道人大工委对人大代表
联络站进行了梳理和完善，设立 8 个代表联
络站，将 26 名区人大代表和 4 名市人大代表
全部编入联络站，每个联络站不少于 3 名代
表，确保代表进站全员化、全覆盖。同时选配
好 8 名政治意识强、工作责任心强、经验丰
富 、履 职 意 识 好 的 代 表 担 任 代 表 联 络 站 站
长。在阵地建设上，按照“有阵地、有牌子、有
照片、有电话、有制度”的要求，由街道人大工
委统一落实到位。在制度完善上，今年初街
道人大工委制定下发区人大代表履职考评细
则和履职登记办法，把人大代表进站履职作
为重要的考评依据。

“救命神器”
AED
坐镇余杭高铁站

站以站为单位建好微信群，每个代表联络不
少于 10 名民情信息员队伍并加入联络站微
信群。随时收集民情民意，代表联络站每月
收集民情民意，进行梳理分析，归类上报街道
人大工委。其次是将走访与接访相结合。为
保证接访活动的质量，各联络站均在活动开
展 3 天前公告接访时间、地点、代表姓名以及
其他注意事项。如今年一季度选民接访活动
中，收集了关于道路交通、村级集体经济、安
置小区配套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24 条；二
季度围绕美丽东湖建设主题，征集了意见建
议 37 条。最后将自信与自觉相结合。代表
联络站既是依法履职的平台，也是提升能力
的平台。代表提出的建议得到解决，代表就
有成就感，会进一步激发代表履职的激情和
热情，从而使自信升华为主动依法履职的行
动自觉。

及时形成报告，报告内容涉及活动基本情况、
选民呼声、代表意见、工作建议等四个方面。
在工作建议部分，工作建议细化到各职能科
室，要求职能科室限期办理，限期答复。如去
年二季度选民接待活动中涉及的回迁安置、
拆后利用、加快征迁等九大方面问题，目前基
本得到解决。其次是邀请主要领导共同参与
接访活动。联络站根据事前走访摸底情况，
由人大工委牵头与相关领导和科室做好对
接，并邀请他们共同参加接访活动。如 2016
年 5 月 18 日在胡桥联络站接访选民时，联络
站邀请街道党工委书记钟万龙及相关职能科
室负责人参加。接待活动后，钟万龙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并解决胡桥、双林、工农等社区
辅助用房这一久拖不决的问题。再次是主动
约见领导。乾塘公路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建
设的，路窄拥堵，难以满足目前交通需求，泉
漳联络站代表多次提出建议，均没有得到解
谋求实效 彰显魅力
决。为此，泉漳联络站主动约见开发区管委
为了推动实际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东
会领导和规建局负责人，会后管委会要求开
湖街道人大工委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探索。
发区规建局会同街道办事处采用临时借道的
首先是探索接访选民活动情况报告制。街道
方式加以解决。
人大工委对各联络站接访情况进行梳理后，

本报讯 前日，阳光公益服务社向余杭
高铁站捐赠了一台 AED（自动体外除颤
器），区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两名医护人
员在现场为大家演练了紧急情况下心肺复
苏术的救护方法及知识。
AED 是一款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用
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医疗救护设备，衔
接专业急救人员到达前的救护工作。目
前，
AED 在国外发达地区已相当普及，
在我
国，有 1000 台 AED 落地各大公共场所，而
此次余杭高铁站也拥有了这台
“救命神器”
。
“因为余杭高铁站人流比较密集，如果
有人员发生意外，他们可以得到紧急救
护。”阳光公益负责人施红英说。
以后每个周六的上午，阳光公益服务
社还将组织已经考取救护证的志愿者，协
同专业的医护人员，在余杭高铁站候车大
厅内，对候车旅客进行心肺复苏知识的普
及和教育演练活动。以此让过往旅客学习
救护知识，传播“我救人人、人人救我”的理
念，为延续生命打开一条绿色通道。

2017 余杭品牌
故事汇大赛启幕
赛事报名通道即日开启
■通讯员 朱浙 记者 徐赣鹰

本报讯 好故事成就好品牌,好品牌分
享好故事。讲好余杭品牌故事，将有助于
提升余杭品牌影响力，促进“美丽余杭”建
设。即日起，余杭区品牌办、余杭区小微
办、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共同主办
“2017 余杭品牌故事汇——助力中小微企
业，让每一个品牌发声”征集活动，2017 余
杭品牌故事汇大赛拉开大幕。
该赛事以挖掘企业品牌故事为主线，
搭建企业品牌创建和品牌文化建设的平
台，汇聚创牌经验，展示品牌形象，积淀品
牌文化，彰显品牌力量。只要在余杭区登
记注册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社会团体组
织，拥有注册商标或正在注册中（凭受理通
知书），商标规范使用的均可报名参加。今
天，余杭品牌故事汇正式启幕，报名通道打
开。报名采取两种方式，线上报名：关注微
信公众号“余杭品牌”下方“品牌故事汇”报
名链接进行线上报名；或电子邮箱报名，邮
箱 ：2591262830@qq.com。 线 下 报 名 可 通
过镇街、平台的品牌指导站推荐报名或到
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辖区市场监管所报
名；也可拨打 0571-86143352 咨询预报名。
本次大赛分征集阶段、初选阶段和决
赛阶段，将设置“余杭品牌故事汇金星奖”
“余杭品牌故事汇银星奖”
“ 余杭品牌故事
汇铜星奖”
“余杭品牌智多星”奖项及“余杭
品牌启明星”等奖项。活动结束后，入围的
50 家企业将纳入余杭区商标品牌培育库，
作为品牌重点培育对象。入围 50 家企业
的品牌故事还将编撰成为《2017 余杭品牌
故事汇精选》。对于本次活动中涌现的优
秀企业，区品牌办将帮助企业运用商标专
用权押获得贷款，支持企业运用商标专用
权质押贷款，着力推动中小微企业利用商
标权质押贷款拓宽融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