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个日夜全记录
区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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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铁军堡垒 释放红盾之光

60 多天前，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区市场监管局迅速行动，从第一
时间“白加黑”守护“菜篮子”保供应，到及时排摸防疫物资，确保流入一线
防疫需要；
从加强重点领域的排查管控，到妥善处置投诉举报，从严从快查
处违法行为；
从出台政策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到依托多维度平台精
准服务，
深化容错免责机制稳企发展……
60 多天来，区市场监管局精密部署，全面备勤，以越是困难越向前的
铁军精神和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用担当和智慧擦亮红盾之光，为确
保实现
“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
构筑起铁军堡垒。
本版组稿 吴一静 陈轶东 沈国金

在攻坚疫情防控中

点亮红盾奋斗之光
农副物流园区临时党支部做进驻前动员

踮起脚尖物流卡点做好每一次测温

日夜守护百姓“菜篮子”
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是华东地
区蔬菜全检全测的区食品药品监测中
区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地，也是全省最
心，坚持 24 小时不间断开展蔬菜检测，
大的“菜篮子”和“米袋子”，杭州主城区
严把入场关。共抽检样品 26865 批次，
70%农副产品都由这里供应。
合格率 99.96%，对检测不合格的 12 批
为加强物流园区疫情防控和保供
次 2940 公斤蔬菜予以销毁，有效拦截不
应工作，区市场监管局多次召开党委会
合格蔬菜进入市场。同时，积极推进科
议专题研究部署园区防疫工作，会同良
学联动防控，每天抽调 30 名工作人员日
渚街道组成物流园区市场疫情防控工
夜坚守在物流设卡检查一线，严把进入
作组。局长胡昕带领领导班子靠前指
物流园区的第一道关口。
挥，多次连夜赴物流园区部署检查工
除了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全区
作，局领导驻夜值守，每天深夜轮流赴
农贸市场承担着保障人民群众日常生
园区检查一线工作、慰问一线干部，在
活的基本供应。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
物流园区防疫一线成立临时党支部，迅
农贸市场继续营业，区市场监管局要求
速形成凝心聚力共战疫情的合力，切实
58 家农贸市场一律签订责任状，落实
保障了疫情防控期间价格稳定，供应充 “四个一律”管控措施，督促农贸市场落
足。
实杭州健康码“亮码扫码+测温”人员入
为进一步落实市场举办者第一责
场核实方式，加强农贸市场检查力度，
任，区市场监管局约谈各大批发市场，
严查活禽交易和野生动物交易违法违
要 求 市 场 举 办 方 严 格 落 实“ 四 个 一
规行为。积极服务农贸市场，对在疫情
律”。同时，市场监管干部通宵入驻各
防控期间不休市，履行保供应、稳物价
市场开展督查工作，确保 24 小时巡查不
的农批、农贸市场予以补助，累计发放
间断。
社会捐赠口罩 11700 个、消毒液约 5 吨。
为保障食品安全，承担农副物流园

风雪夜坚守卡点，严格把好进入物流园区的第一道关口

在服务复工复产中

释放红盾智慧之光

出台意见 数据赋能 服务企业复工更顺畅
当复工复产提上日程，区市场监管
局积极贯彻国务院关于纾困个体工商户
的工作部署，结合余杭区实际，牵头出台
余杭区《关于严格做好疫情防控支持个
体工商户复工复产的若干意见》，从保障
防疫物资、加大税收减免、适当减免房
租、强化金融保障、降低融资成本、减轻
用工压力、鼓励网络招聘、优化政府服务
8 个方面细化落实。意见出台后，该局
及时开展宣传，将该政策定向推送给区
内 50000 余家个体户户主，有效改善“政
策宣传覆盖面窄、知晓率低”
的状况。

自疫情发生以来，区市场监管局紧
紧依托多维度市场主体服务平台，进一
步创新大数据应用管理，通过上线企业
复工复产指导、应急物资供销、市民口罩
预约等功能，为精准服务企业提供有力
支撑。多维度平台可依据决策者指定的
条件自动筛选底层数据，精准匹配目标
企业，提高服务靶向性。疫情期间，区市
场监管局运用该平台筛选出防疫物资生
产边缘企业，经有关部门实地指导，顺利
实现转产防疫物资，为我区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提供切实保障。

同时，在区市场监管局的牵头推进
下，结合实际需求研发应用，仅用十几天
时间就分别上线了企业复工复产指导
（
“企业绿码”
）、防疫物资供销、市民口罩
预约等三个惠企惠民子系统。其中防疫
物资供销平台已保供口罩 600 余万只，
服务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近万家，服务市
民近 27 万余人次；企业复工复产指导平
台服务企业 2700 余家次，员工 67000 余
人次，切实解决企业复工复产和市民出
行的燃眉之急。

杭州地利集团送上锦旗，向疫情期间市场监管局全力奋战在农副物流中心表示感谢

绿色通道 网上办理 确保审批服务更贴心

区食药中心 24 小时开展蔬菜检测

执法人员查获伪劣口罩

全力保障防疫物资供应
防疫防控工作伊始，区市场监管局
迅速理清我区防疫药械相关底数，掌握
我区防疫药械的生产能力、库存情况、
采购渠道等信息。重点核实医用口罩、
电子体温计、消杀用品、抗病毒药品的
库存信息和采购渠道，共计排摸本地生
产企业可供防疫物资 20 余万件，其他采
购渠道防疫物资 40 余万件，及时上报区
防控指挥部，并对相关的防疫物资企业
进行每日动态监测，确保物资流入一线

防疫需要。
针对疫情期间各类防疫物资紧缺
的问题，区市场监管局及时梳理防疫物
资企业“白名单”，助力企业开辟绿色通
道，快速取得防疫药械合法资质。在该
局的上门指导、精准帮扶下，目前，我区
共有 4 家红外额温枪生产企业、10 家医
用口罩生产企业、2 家医用防护服生产
企业进入省药监局快速审批通道。

疫情期间，区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
窗口开通疫情防控审批“绿色通道”，实
现办事
“不见面”
、服务
“更贴心”
。
该局鼓励通过浙江省全程电子化登
记平台办理市场主体注册登记，深化“网
上办”
“ 掌上办”在线办理。2 月 3 日以
来，共办理线上审批业务 7266 件，接受
电话咨询 9554 件；细化“预约办”
“ 寄递
办”办事流程，实行电话提前预约，无接
触式现场即时办结，已办理线下审批业
务 7312 件；鼓励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递

交申请材料，办结后免费邮寄至申请人，
已累计邮寄证照 588 件。在此基础上，
该局优化“容缺办”
“ 变通办”模式，累计
容缺办理 12 件，依托“浙政钉·掌上政
务”系统打通民生类企业注册申请绿色
通道，快速完成全市 29 个“叮咚买菜”食
品经营者外设仓库的备案和食品许可证
登记工作。不仅如此，该局还聚焦重点
项目建设，主动靠前服务复工复产，强化
“重点办”
“马上办”
服务举措。
为加速推动餐饮行业复工复产，切

实解决餐饮单位复工运营难问题，区市
场监管局对照“餐饮堂食”负面清单，主
动对接饿了么、美团等网络订餐平台，帮
助餐饮单位打通上线“绿色通道”。网络
订餐平台可根据该局出具的线下资质、
现场核查合格清单，快速上线审批，免去
资质审查、线下核查步骤，从六步审查减
为四步审查，将原本 2 周的审批时长缩
短至最快 1 天，助力餐饮单位搭上复工
运营网络“直通车”。目前已帮助 82 家
餐饮单位顺利入驻网络订餐平台。

柔性执法 释放温情 容错免责助企发展更稳健
根据总局和省市局支持复工复产和
服务举措相关文件精神，以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区市场监管局在去年制定的
36 条《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容错免责清单》和省市场监管局 67 项实
施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制的基础上，
出台《疫情期间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违规

经营行为容错免责清单》。
该清单包括主体登记、广告违法、生
产许可、特种设备、食品经营许可、电子
商务、药械生产经营、计量等八大类，共
计 33 条。主要对疫情防控期间部分因
客观原因和不可抗力发生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主观上并无违法故意，如系首次
违反，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没有造成明显

危害后果的，可以不予处罚。同时，考虑
到疫情期间防疫物资紧缺，政府采购的
部分防疫物资，其生产经营企业虽然资
质不全，但产品经检验质量合格，对此类
生产经营行为也予以容错免责，切实帮
助特殊时期市场主体轻装上阵，全力稳
企业稳经济稳发展。

从严从快查处违法行为
疫情防控以来，区市场监管局迅速
开展打击整治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产
品专项行动，从严从快查办疫情防控相
关案件 28 起。
2 月 1 日，该局收到线索，称有人销
售质量不合格的的 N95 型口罩，疫情防
控案件查办专案组第一时间锁定目标，
做 到“ 当 日 立 案 、当 日 调 查 、当 日 移
交”。经查明，当事人蔡某从金华市一
口罩厂购进普通防尘口罩，在明知该口

罩不能过滤病毒微生物的情况下，仍然
宣称该批口罩是能有效过滤 99%病毒
细 菌 和 飞 沫 的 N95 型 口 罩 并 进 行 销
售。该批口罩无产品名称、无 N95 相关
标识，达不到 N95 级别的过滤效率。在
查明该案涉嫌犯罪后，当日将案件移交
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当日受理，并
当日对涉嫌犯罪人采取了控制措施，为
防止危害扩大赢得了宝贵时间。
服务企业获得生产资格

为防疫企业注册登记开通绿色通道

服务茶企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