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支队伍”一线
解企业之急

大榭快速组建企业复工审批
（备案）组、企业指导服务组和企业
服务应急专班，即从企业复工审批

（备案）、企业一线防疫指导、精准高
效 服 务 企 业 三 个 维 度 ，配 套 形 成

“1+1+1”3 支队伍同步运作机制，全
力帮助企业规范疫情防控措施，加
快企业复工复产进度。

企业复工审批（备案）组由 42
人组成，负责全区各类企业复工复
产指导、备案工作，并对复工复产企
业进行事后检查；企业指导服务组
由 60 人组成，分成 11 个小组和 1 个
巡查应急组，分片划区，网格化、全
覆盖，下沉到企业，担任“1 对 1”企
业联络员，指导帮助企业做好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企业服务应
急专班由各行业主管部门组成，下
设物流协调、用工协调、物资协调、
金融协调、法律服务 5 个小组，与企
业指导服务组“同频共振”，专班受
理并第一时间解决与企业复工复产
直接相关、急需解决的重点问题。

受疫情影响，宁波环洋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下游物料配套企业难
以及时复工复产，而原有库存因物
流运输受阻，无法及时发出，导致公
司生产原料氢氧化钙告急，公司面
临停产风险。大榭企业服务应急专
班了解情况后，全力沟通，通过省、
市经信部门协调杭州建德一家企业
为其提供原料，并为其申领通行证，
破解物流运输困境，最终解决了原
料供应难题。目前，该公司生产平
稳。“非常感谢服务应急专班，工作
人员晚上 11时还在协调帮助解决问
题，服务非常主动贴心，我们非常感

动。”该公司副总经理余诚诚表示。

“3个到位”筑牢
疫情防控墙

大榭开发区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两手都不放松。

复工复产监管到位。据悉，为做
好企业前期复工复产监管工作，大
榭打破了复工审批（备案）由街道落
实的一般思路，因地制宜，以“条块
结合”的形式，由市场监管、交通港
口、应急管理、经济发展、建设、财政
等部门，协同街道共同落实复工审
批（备案）工作。

由于有国际订单，宁波天正模
具有限公司 2 月 12 日正式复工复
产，目前，几套美国模具已经装箱，
等待物流发货。虽然做了大量准备
工作，但在复工复产前，公司吃不准

自身采取的各项防控措施是否安
全。大榭市场监管分局是天正模具
的对口管理部门，负责复工复产监
管工作。在得知公司的难题后，大榭
市场监管分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
门，从门卫设置，车间、办公区域消
毒，消杀设备是否完备等方面进行
全面指导。

“在检查中，市场监管部门工作
人员发现我们临时隔离点设置不是
很规范，他们不仅给我们明确了设
置地点，还给我们制定了隔离操作
流程，演示了如何做好消杀工作，事
无巨细，这次能及时开工，多亏了他
们！”该公司董事长张小岩说。

防疫举措到位。“我们建立了 5
个微信群，实时发送各种防疫措施。”
大榭经发局工作人员魏建强说。在复
工复产工作启动之初，该局就将大榭
复工复产“八必须”要求推送给区内
各企业负责人。“一对一”“点对点”送
措施上门，电话联系，微信沟通⋯⋯
为了让企业及时了解复工复产防疫
新要求、新举措，大榭各部门不辞辛
苦，奋战在“疫”线。

“不少企业对这些出台的复工
举措和政策很不理解，觉得要求太
多。我们不得不苦口婆心一遍一遍
地解释。”陈琼梅是大榭市场监管分
局防疫宣传小组的一员，这个小组
对口大榭 83 家保险箱、缸套、节能
灯等 3 大传统行业企业等。他们小
组一天要打 200 多个电话，一个复
工复产政策措施要解释 N 遍。“虽
然很辛苦，但只要对企业复工复产
有帮助，就是值得的。”陈琼梅说。

除了及时发布复工复产防疫措
施、政策外，大榭还明确要求企业主
要负责人在复工复产后必须入驻企
业一线，并且第一时间引入“抗击疫
情行程查询助手”，帮助指导所有复
工复产企业验证核实复工人员以往
14 天的运行轨迹。

督促检查到位。目前，大榭企业
复工复产实行“备案制+负面清单+
承诺制”。所有企业（项目）在落实防
控举措、向对口管理部门报备后即
可复工复产。企业只需提交申请书

（承诺书）、防疫方案、员工汇总表即
可。“虽然复工申请简化了，但我们
加大了企业复工后的抽查工作力

度。”大榭经发局负责人表示。

“3个全”打通复
工复产肠梗阻

全覆盖服务、全链条解困、全方
位扶持的“三全”运行机制，助推大
榭全面迎来复工复产潮。

全覆盖服务，实行片区网格化
管理机制。张亚珍是企业指导服务
组第 2 组的组长，该组主要负责大
榭地方传统产业保险箱、灯具等行
业 29 家企业的复工指导，下面有 4
名来自不同部门的组员。2 月 20 日，
她带着组员们再次来到欧美光源、
东海岸包装、信易电热等复工复产
企业，督促企业职工申领“宁波全域
一码通”，同时告知企业疫区防疫指
数最新情况，以便帮助企业更好地
安排好外省员工返岗。像张亚珍他
们一样，大榭活跃着 11 个企业指导
服务组，他们对全区的企业进行分
片，片区内的企业实行包干制，每天
入企指导疫情防控、了解企业需求
和助力生产经营，并每日形成服务
指导登记表。

全链条解困，形成一般性问题

当天即时解决的快速机制。在日常的
运行中，大榭构建问题收集、统一调
配、对口帮扶、及时反馈的全链条闭环
式企业服务解难工作机制。海瑞工贸
是大榭一家从事灯具配件生产的企
业，目前复工人员有 35 人。张亚珍在
走访中得知，对于员工的餐盒和用完
的废旧口罩，企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张亚珍马上联系大榭城市建设管理
局，并将《关于明确防疫期间生活垃圾
投放管理的通知》发给企业。海瑞工贸
在得知相关文件精神后，对餐盒和废
旧口罩进行了妥善处理。截至 2 月 19
日，全区 11 个企业指导服务组共走访
企业 954 家次，发现问题 70 个，反映困
难 20 个，收到意见建议 13 个，发放整
改通知书 5 份。

全方位扶持。在全面落实宁波市
18 条政策的基础上，大榭第一时间出
台“大榭九条”等细化深化实施意见，
形成“18+9”的扶持政策体系，受到广
大中小企业的一致好评。目前，大榭已
组织各类银行为区内企业发放低息贷
款 1.43 亿元，为区内 22 家小微企业提
供 3 个月免息贷款 1000 多万元，用真
金白银全面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后的正
常运行，同时帮助企业申领 22 张通行
证，解决企业跨区运输难题。

复工电力指数达到复工电力指数达到9393..3737%%

大榭复工复产跑出大榭复工复产跑出““加速加速度度””

一个多星期前，大榭汉圣石化公司顺利开工，截至目前，企业所有员工已到岗到位。据该公司负责人张军透
露，为帮助企业快速复工，大榭经济发展局提前安排专人“上门”，“点对点”指导企业做好复工复产防疫工作。

连日来，宁波大榭开发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企业复工复产“加速跑”。截至2月23日，大
榭全面落实“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的工作要求，规上工业企业、港口交通企业、金融机构复工电力指数达
到93.37%，在企业复工率、复工电力指数等方面均走在省市前列，大榭已基本形成严防控、稳企业、促发展的
较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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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严把疫情防控关。

大榭组建3支队伍，全力帮助企业快速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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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王岑） 随着大批企业陆续复工复
产，企业对各类防疫物资的需求进
一步加大，随之而来的便是少数不
法分子利用疫情实施违法犯罪活
动。记者昨日从市公安局获悉，为
了保障企业复工复产，我市公安机
关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防疫
用品及涉疫诈骗等违法犯罪。目
前，已破获涉企涉疫刑事案件 33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0 名。

涉疫诈骗快速攀升，
“快侦快破”应对

记者从市反诈中心获悉，当前
全市涉疫诈骗违法犯罪活动主要类
型为网络虚假售卖口罩诈骗案件。
据统计，1 月 21 日至 2 月 20 日，全
市受理的电信网络诈骗警情中，涉
疫诈骗违法犯罪占比 17.7%，主要
为虚假销售口罩、防护服、耳温
枪。

对此，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坚持
“快侦快破”，依法从严从重从快处
理，及时消除社会影响，全力保障
企业复工复产。

在宁海，警方仅仅用了 10 个
小时，就破获了一起案值上百万元
的口罩诈骗案。2 月 20 日中午 12
时许，宁海力洋派出所接到辖区群
众王某报案。王某女友家中企业复
工需要口罩，于是他在微信上向同
学的朋友购买。在先后 9 次共计转
账 20 余 万 元 后 ， 对 方 迟 迟 不 发
货，并最终失去联系。

宁海警方接警后立即对此开展
专案侦查，经深挖线索后，拓展发
现另外 6 名被害人，涉案总金额
140 余 万 元 。 考 虑 到 该 案 的 特 殊
性，以及疫情防控阶段的实际状
况，宁海警方迅速决定实施边抓捕
边劝投的工作方案。在强大的攻势
下，犯罪嫌疑人蔡某于当日傍晚到
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经过连夜审

讯，蔡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无独有偶，慈溪、海曙、鄞州

等地警方近日也在短时间内破获多
起涉企涉疫诈骗案件。慈溪的孙
先生因企业复工需求在微信上订
购口罩被骗，之后警方介入并串
并同类案件。次日，慈溪警方就
将涉嫌口罩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戴
某抓获并将其刑拘。海曙警方则
在破获一起网上虚假售卖口罩案
时与江苏警方远程协作，通过电
话问讯、网传文书等方式，顺利
对 犯 罪 嫌 疑 人 采 取 刑 事 强 制 措
施，并在一周时间内追回全部赃款
共计 8 万元。在鄞州，2 月 17 日首
南派出所接到群众被骗近 50 万元
的报警后，组织精干警力开展侦
查，两天后就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
获并将其刑拘。

在“快侦快破”的同时，我市
公安机关也第一时间开展涉案资金
追查、止付、冻结和对已侦破案件
的追赃工作。市反诈中心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警方已累
计冻结涉案资金 13 万余元，追赃
并及时返还 94 万余元。

打击假冒伪劣案件，
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受疫情影响，除了涉疫诈骗高
发外，假冒伪劣案件也在兴风作浪。
有鉴于此，2 月 1 日，公安部下发《关
于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防护
物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公安从重从快、依法严厉
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防护物资等违法
犯罪活动。我市公安就对口罩等防
护物资制假售假、哄抬物价等违法
犯罪活动实行“零容忍”。

2 月 13 日，江北一企业员工报
警称，因其所在公司复工需要采购
5 万只口罩。她在微信上认识了一
个自称有口罩货源的人，出于谨慎
还通过“天眼查”反复确认对方身
份信息。确认无误后，报警人将

17 万元货款打到对方账户。但在 2
月 19 日，报警人发现收到的 4000
只口罩均为“三无”产品。接警
后，江北公安分局民警连夜开展工
作，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最终冻
结部分涉案资金，追回 17 万元赃
款，及时为报案人挽回损失。

类似的案件可不少。在镇海，
1 月 28 日，当地一家药店涉嫌售卖
伪劣口罩被查，药店经营户贝某及
其上家吴某被镇海公安分局刑拘。
在余姚，2 月 6 日，警方发现有人
在网上售卖涉嫌伪劣一次性口罩。
随后，民警展开侦查和抓捕行动，
在河姆渡镇罗江村一出租房内抓获
了犯罪嫌疑人宋某。

据了解，全市公安机关通过启
动战时工作机制，“快侦快破”了
一批制售假冒伪劣防护物资典型案
件。截至目前，全市累计破获制售
假冒伪劣防护物资案件 5 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8 名，收缴伪劣口罩 4
万余只。

我市公安依法严打涉企涉疫犯罪
已破获刑事案件33起，抓获40人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那些
“朋友圈口罩”“微商口罩”基本
套路一样：都是声称有厂商或者
供应商渠道，但订单量大，特殊
时期物流不能保证，下单不退，
甚至收钱后“拉黑”“失联”。

当前正处于企业复工复产高
潮期和疫情防控关键期，口罩等
各类主要防护物资在接下来一段
时间内仍然紧俏。警方提醒，企
业主和群众在购买口罩等防护物
资时一定要通过正规可靠渠道，
比如实体药店、大型超市及正规
电商平台购买，要注意看清口罩
的型号、效用、生产日期等关键

信息，以免上当受骗。
当然，这类涉及疫情防护物

资“既假卖也卖假”的犯罪行
为，也必定受到法律的严惩。据
我市公安法制部门介绍，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
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
定：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
情等灾害期间，假借研制、生产
或者销售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
染病疫情等灾害用品的名义，诈
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依照刑
法有关诈骗罪的规定定罪，依法

从重处罚。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
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中规
定：依法严惩制假售假犯罪。在疫
情防控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
治、防护产品、物资，或者生产、
销售用于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的假药、劣药，符合刑法第一百
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
四十二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或者
生产、销售劣药罪定罪处罚。

（王晓峰 王岑）

延 伸 阅 读

涉疫物资“既假卖也卖假”，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防控疫情 法治同行

【上接第1版】
“保证每一名宁波游客身体健

康、安全返回是我们的目标。”宁波
市旅行社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1 月 26 日起，他们与在境外的宁波
旅行团保持 24 小时联系，要求各旅
行社领队与导游认真负责、迎难而
上；正月初一过后，赴境外旅行的团
队陆续返回，经过隔离观察，没有发
生一起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事件。

“一个也不能少”
领队和导游“拼”了

1 月 22 日，市民陆女士踏上希
腊、葡萄牙、西班牙之旅：地中海、雅
典卫城、伊比利亚半岛是她早就想
去度假的地方。

让她始料不及的是，新冠肺炎
疫情的到来，让回程有了“欧囧”的
感觉。“原计划从雅典返程，在多哈
转机，2 月 5 日下午到达上海浦东机
场。可是，2 月 3 日卡塔尔航空取消
了直飞中国的航班，旅行社紧急改
签，先飞曼谷，再中转才回国，前前
后后多花了一天时间。”陆女士告诉
记者，当时，有消息说要和家人分批
回国，紧张得不得了。

与陆女士的“幸运”相比，最后
一批回到宁波的两名欧洲自助游市
民兜兜转转了好几天，在 2 月 10 日
才到达栎社机场。从 1 月底开始，美
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纷纷取消
直飞中国的航班，许多急着回家的
宁波游客心急如焚。既要稳住游客，
又要订到航班，这让 400 名带队领
队和导游立即紧张起来。

“这些领队和导游都是‘90 后’
‘00 后’，和我儿子、女儿差不多大，
但那几天一直奔波在机场和酒店之
间，为我们安排住宿和改签转机事
宜。有的人甚至整夜守在机场。”报
团去罗马旅游的李女士对带队的领
队和导游“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一个也不能少，每一个人都要
安全回来，这是我们的使命。”市旅
行社协会相关负责人说，从 1 月 27
日到 2 月 10 日，为了确保每一名在
境外市民安全返回，我市旅行社下
足了功夫。

宁波万达国际旅行社负责人金
华展示了一份跨省接车报备表，上
面详细地记录了旅行团的目的地、
航班时间、接车地点及送达地点等
信息。“从 1 月底开始，境外游市民
团陆续抵达上海浦东机场，但由于
交通管制、大巴开不进去，公司就派
小车一个个地接驳。”金华说。

加拿大航空1月29日宣布停飞1
月 30日至 2月 29日往来中国的直航
航班。其间，宁波正好有一个团队结
束旅行返程。领队和地接赶到机场协
调，但柜台始终不同意改签，最后旅
行社只好为游客购买散客票，联系暂
住酒店，一有机会就转机返回。

王建军在返程中遇到的事情更
为棘手。他带的旅行团在起飞前 4
个小时接到有关部门通知，要求所
有人在当地自我隔离，经相关检测
合格后才可以返回。

“我们按照要求，把游客分成两
组，在酒店经过了漫长的 4 天等待，
全团没有人出现体温异常，38 人才
一起返程。”王建军说。

一路“自愿带”
感动他人，也激励自己

这个春节假期，宁波知名微信
写手“韩不韩”有一次背着从日本采
购的口罩走上飞机，正当“洋洋得
意”时，却发现走在前面的一名女士
推了满满两大车口罩，比他多多了。
后来，他将这一故事发布在公众号
上，了解内情的人，一眼就认出“走
在他前面的女士”是余姚春秋国际
旅行社的王文艳。

从 1 月 27 日开始，王文艳调动
所有在日本的朋友采购口罩。一听
到可以买到价廉质优的口罩信息，
就联系采购、物流，有时还亲赴日本
背货。10 多天时间里，她从日本累
计背回了 70 万只口罩。

不止是王文艳，在疫情防控期
间，400 名在境外的导游与领队也
加入了这场爱心接力中。

2 月 2 日，澳大利亚墨尔本当地
华侨筹集了一批防疫医疗物资，但
一直寻找不到运送回国内的办法。
恰巧这时，刘巧负责的最后一批澳
洲团将回国，当华侨代表辗转联系
上她时，她二话不说，就向公司汇
报，并主动请缨。

“防护服是当时国内医院紧缺
的物资。如果通过正常的报关运送，
最快也需要 10 天。由旅游团将这批
物资带回国，是最快的方式。”刘巧
告诉记者，从知悉情况到回程航班
从墨尔本起飞，只剩下十几个小时。

时间紧，任务重，刘巧向 19名旅
客说明事情的原委后，很快得到了团
内所有人的支持，大家纷纷“压缩”行
李，把节约下来的行李额度用来携带
物资。2月 3日下午 6时多，旅游团顺
利到达上海浦东机场，物资也顺利寄
往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