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击疫情不停歇
——南阳分局春节期间工作日志

除夕：正在乡下老宅陪父母吃饭的
市场监管局南阳分局长彭春华在工作
群里收到通知，大年初一8点半开紧急
会议。

年初一：5：00天还没亮，彭春华早
早起来为家人煮了一桌年饭，陪父母匆
匆吃完，担心路上堵车，直赴单位参加
疫情防控紧急会议，随后奔赴分局传达
指示。彭春华重点介绍了当前疫情发展
的态势，就目前工作进行分解，重点劝
退饭店、农庄、家政一条龙订餐，会议结
束只提出了一个要求：疫情当前，市管
干部勇担当。大家二话没说，纷纷奔赴
各自工作点。

年初二：分局干部共劝退订餐86

桌，退还定金3组，协助镇食安委与家
政一条龙签订承诺书60份，临时保管
灶具60套。

年初三：对辖区28家药店挨家挨
户上门张贴《告知函》，严禁疫情期间严
禁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物价、囤积
居奇；动员饭店、市场、超市、药店通过
电子显示屏滚动宣传抗疫标语56条。

年初四：组织全分局人员分组对辖
区宾馆、饭店、农庄、浴室、网吧等公共

服务场所张贴《五个严禁》告知189份。
年初五：督促辖区药店建立健全

《零售药店购买治疗发热、咳嗽药品人
员名单》，晚7:30会同城管关停镇区烧
烤店2家、兰州拉面馆1家。

年初六：对4个农贸市场、中农合
批发市场消毒工作督查，张贴“不戴口
罩不得入场”宣传画24张，处理消费投
诉17起。

年初七：迎接南通市局“四直两不”

督查，全体人员巡查南阳镇、少直镇、永
和镇、聚阳镇、三分社等人员密集场所。

年初八：配合镇食安办发放宣传单
200份、张贴宣传海报30张、隔离公示
牌6块，真正做到防控疫情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年初九：7:00例行检查农贸市场、
商超、餐饮单位、药店、家政，对重点地
区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隐患。

…… （陆征宇）

寅阳分局
深化价格监管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寅阳分局以“望、问、查、联”为主要
工作手段的价格监管方式，进一步强化线下监督，完善
线上普法和信息共享，以外部监督为主，以加强企业自
律为辅，不断深化辖区内价格监管工作。

“望”。执法人员针对性的对居民日常生活详细查看
价格（下图），对商品价格进行初步研判。

“问”。在日常价格实地巡查的同时，执法人员注重
征询群众的意见，随时耐心询问边上正在购买各类商
品的群众，通过他们的购买商品时的价格体验，来了解
商品的历史价位，把握住商品的价格发展趋势，掌握最
真实情况。

“查”。执法人员通过细查各销售企业单位的进货
单据和销售记录，与商品价格进行核对印证，在查看销
售价格是否合理、销售价格是否和标价一致。依据价格
法等法律法规，严肃查处、坚决打击各类哄抬价格、囤
货居奇等不法行为，目前已立案查处1起哄抬口罩价格
的违法行为。

“联”。利用微信群等平台，强化和各经营单位的沟通
交流，及时传达上级对物价管理工作的各项文件、指示精
神，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物价法律知识的宣传，提高市场经
营主体自身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刘欣荣）

编辑：黄佳惠 组版：董乐天 校对：王文仪 联系电话:83128870

04http://www.qidongnews.com
2020年2月21日 星期五市场监督管理

●抗“疫”故事●

启东市食品安全委员会
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启 东 市 融 媒 体 中 心联办

第 2 期2020年
大“疫”面前更显使命担当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局上

下奋力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全力加强市场
监管，在食品药品安全、价格监管、投诉举
报等环节主动作为，扣紧责任链，织密防
护网，最大限度阻断疫情扩散，保障群众
生命安全。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
4500余人次，检查各类经营场所25600
余场次，处理投诉举报733件次，责令关
闭私自开业的经营性场所33家，立案查
处涉疫情防控物资违法案件7起。

超前服务，做市场守护人
市市场监管局积极响应，精准施策，

第一时间成立由局长和党委书记任组长
的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紧急会议，第一时
间制定下发《关于加强疫情防控严禁五
类行为的通知》，组织执法力量，部署监
管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领导班
子带头深入农贸市场、餐饮饭店、药店等
疫情防控工作一线，稳定市场价格，监管
食品安全，严查商品质量，确保市场秩序
稳定，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强保障。

该局率先在南通关闭活禽交易场所、
餐饮场所，组织基层分局劝阻取消宾馆、
饭店、农庄大型聚餐活动，共取消3543
桌，关闭全市餐饮店3400多家。组织劝阻
取消农村“一条龙”经营户承办各类聚餐
活动，截至目前，共取消24175桌, 与所
有乡厨签订了承诺书并封存灶具661套。

营造氛围，做防疫宣传者
为引导广大群众科学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该局结合自身职能积极开展疫情
防控宣传，确保疫情不蔓延、不扩散。铺
全覆盖“面”。利用市场、药店、个体零售
业的电子屏滚动播放疫情防控宣传知
识，着力营造科学防治、积极应对的良好
社会氛围，提高群众防控意识，截至目
前，动员全市114块电子显示屏开展防
疫知识公益宣传。

画好重点“线”。做好全市人群易聚
集的商业街区宣传工作，通过张贴《疫情

防控通告》、海报等形式，劝阻群众严禁
开展聚餐、自觉做好防护措施，截至目前
共张贴通告1480份，张贴海报408份。
抓住关键“点”。充分发挥“零距离”接触
群众的职能优势，积极开展“进市场、进
饭店、进商铺”行动，与经营者签订承诺
书，引导经营者自觉做好防疫工作，截至
目前，与各类经营户签订《疫情防控承诺
书》3424份。

履职尽责，做安全“守门员”
为实现监管全覆盖，市市场监管局

13个基层分局结合工作实际，持续发
力，积极开展巡查监管。督导辖区内各农

贸市场关闭活禽经营场所，每天做好卫生
环境整治和清洁消杀工作；严查餐馆饭店
举办群体性聚餐活动，私自屠宰活禽，督
促经营者认真落实责任；加强药品、医疗
器械、卫生防护用品的监管，坚决打击药
店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假冒伪劣等违法
行为；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受
理和处置消费者投诉举报，迅速查实，依
法处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针对营业时间长的区域，执法人员
夜晚加大巡查力度，严禁餐饮单位承接
各项聚餐活动，对聚餐人员及时进行劝
返；针对外来人口较多的区域，执法人员

中午、晚上连续巡查防止关闭餐饮店反
弹开业；针对人流量大的区域，执法人员
坚持日夜看防，全时监管，确保夜排档不
开张营业。推进监管无死角，针对离主城
区较远的吕四、寅阳等区镇，相关区域外
来人口、回乡务工人员较多，该局及时制
定工作方案，落实专人驻扎，主动劝阻有
关来启人员不要密集扎堆，以防交叉传
染。针对部分远离商业区的餐馆饭店，联
合市公安局开展禁止群体性聚餐联合执
法行动，最大限度降低疫情扩散风险，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倪嫣 黄佳惠）

为保障企业顺利复工复产，市市场
监管局迅速行动，指导企业按照复工要
求、审批流程等文件开展前期准备，组织
执法人员对企业疫情防控和保障措施开
展评审，督促企业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和风险防控，做
到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两手抓”，确保
企业安全有序运行。截至目前，已核查
63家200人以上企业。

强化企业食堂监管。围绕场地消毒、
食品留样、食材采购等关键节点，督促企
业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按照防

控要求，确保食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齐
全，严格执行食品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和食品从业人员一日两次检查制度，
规范食品加工操作规程，实行分餐、错
时式就餐。每天落实加工场所、就餐场
所和餐桌椅、餐具用品的清洗消毒工
作，提高疫情应对能力，减少交叉感染
风险。

强化特种设备监管。为筑牢特种设
备安全底线，对春节期间特种设备的停
置，在复工复产后，容易出现准备不充
分、安全管理不到位现象，要求企业严格

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岗位责任
制，确保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和安全员
到岗到位；做好复工复产前的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加强新进职工的安全教育培
训，确保操作人员持证上岗到位；做到设
备检验不合格不开工、隐患整治不到位
不开工，确保设备检查检修及人员培训
到位。

强化服务保障工作。在坚守底线的
同时，该局积极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高
效服务，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详细了
解企业的疫情防控及生产运行情况、面

临的困难，及时帮助解决。针对部分企业
执照或健康证面临到期的，可以顺延至
疫情结束。针对疫情期间因复工特种设
备需要年检的，实行网上预约检测，微
信、电话确认服务，相关材料在年检时收
取，减少企业负担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
少人员流动和聚集，防止疫情传播。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以落
实主体责任为抓手，以复工复产企业为
重点，织密疫情防控网络，在落实最严最
细管控措施的同时，与企业同舟共济，众
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倪嫣）

打好企业复工复产“组合拳”
截至目前，市管局已核查63家200人以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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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电话急响，市市场监管
局北新分局长顾凯丰在电话里简单交
代了下，通知下午开始分局取消休假。
由此，市场监管局北新分局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的工作就此拉开帷幕。

下午2点，所有在启过年的分局同
志集合到岗，分局长简单介绍了现在的
防疫形势，结合目前新型冠状病毒传染
的形势和上级的具体要求，把工作重点
定位在辖区所有的市场、饭店进行排
查，严禁活禽宰杀，劝导取消农村聚会
等任务上。

迅速行动，怎料第一家就碰上了钉
子。某饭店老板表示年初二有一家要

“寻媳妇”，乡里乡亲实在不好推脱。中
午晚上加起来十几桌，对疫情防控是
一个很大的隐患，分局工作人员立即
要求老板联系“本家”，在“本家”来
了以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
让饭店和本家都认识到形势的严峻，
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也接受了
取消宴请的建议。

此后，疫情防控形势愈加严峻。分
局同志一轮又一轮地投入对餐饮经营

户的劝导和检查工作中，发放宣传资
料，张贴告示，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向大
家宣传防控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然
而，要求餐饮经营户停业休息的要求得
到了相当一部分经营户的抵触，面对委
屈和困难，分局的同志绝不放弃，通过
一次又一次的上门劝说，最终得到了广
大经营户的理解和支持，辖区内所有堂
食餐饮经营户全部关门停业。

市场的活禽宰杀管理也是分局防
控工作的重点，分局同志通过上门宣传
政策，张贴通告，并且每天不定时巡查，

确保此项工作的效果。万安菜场某经营
户门市内有几十只活鸡未能及时处理，
分局同志几次上门督促其马上处理，经
过两天的上门劝说，该经营户终于将门
市内的活禽转移至乡下亲戚家寄养，并
表示不会进行任何的宰杀行为，同志们
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短短几天里，分局从上到下未曾停
下过逆行的脚步，听说哪里人多就往
哪里去劝导，镇上的饭店老板笑称

“你们一天要来几次才定心”。工作期
间，同志们从没吃到过一顿有“米”
的午饭，分局的垃圾桶里堆满了泡面
盒子和速冻水饺的包装袋。有一位同
志一天微信运动步数过万，亲友打来
电话叮嘱，千万不要出去旅游了，大
家互相笑笑，彼此提醒注意防护，保护
好自己也是对群众负责。

（曹竹伟）

钉子越硬越要碰
——北新分局严控农村群体性聚餐

合作分局
保障群众健康安全

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合作分局奋战在疫情
防控一线，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为护好百姓的“菜篮子”，市市场监管局合作分局
严格督促市场开办者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做好每日
清洗消毒，防患未然，确保消毒杀菌“无死角”；严查活
禽贩卖交易、严禁“野味”违法经营。

大中型超市是群众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主要场所，
也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阵地，为阻断疫情“传播链”，确保
食品安全“不掉链”，合作分局对辖区内的大中型超市
开展重点检查，要求经营者严格做好防控工作，积极开
展疫情预防科普宣传。

为有效控制感染源，充分发挥零售药店网络覆盖优
势和早期监测作用，全面排查和精准摸排零售药店购药
的发热、咳嗽人员相关信息（下图），对药店销售发热、咳
嗽类药物的登记情况、上报情况和药店销售记录进行核
查，防止有药店或消费者为图省力漏报、瞒报，切实保障
群众健康安全。 （王敏）

王鲍分局
织密疫情防控网络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王鲍分局工作人员开展复工
企业食堂检查，织密疫情防控网络（下图）。

前期，该局针对辖区所有餐饮店、饭店，按照要求
全部关闭，并且按照规定，要求饭店方接收的订金全部
悉数退还，虽然工作难度很大，但是分局长还是带领工
作人员做好了相关工作，取得了饭店及消费者理解。

口罩、酒精、消毒液是疫情防控关键用品，王鲍分
局坚持每日对辖区药店、超市进行价格监督检查，并对
经营者进行告诫，不允许在疫情防控期间哄抬价格。要
求药店销售发热、咳嗽类药品实行实名制登记报告制
度每日微信上报，严禁瞒报。开展疫情防控物资价格检
查，严厉打击各类哄抬价格、囤积居奇、价格欺诈等价
格违法和扰乱市场秩序行为。 （施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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