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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柳伊

本报讯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影响，不少市民春节期间采取
居家模式抗击疫情。但由于担心准
备的生活物资要“见底”，有的市民
甚至选择去超市“囤货”。昨日记者
从县商务局获悉，我县各大菜场、超
市生活物资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基
本稳定，完全可以满足市民日常所
需。

2月 13日上午，记者来到大润
发超市，工作人员正在对公共设施、
手推车等进行喷洒消杀。在超市区
域入口处，工作人员正使用红外体

温计对前来购物的顾客进行体温测
量，对于不戴口罩的人员严禁进入。
走进超市内，蔬菜、水果、熟食以及
各类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不少市民
正在有序购买。
“现在，我们超市每天客流量约

2900人次，消费活跃度逐渐恢复节
前水平。”大润发超市客服部经理史
悠丹告诉记者，疫情期间，泡面、火
腿肠、面粉等销售量与往年同期相
比增长 50%，库存量较少，下午就
会到货，保证库存储备充足。

但是，由于疫情期间送货“骑
手”人数大量减少，导致客户线上消
费需求无法完全满足。“目前，我们

网上购物平台‘淘鲜达’日上限只能
接单 500单，很多顾客向我们反应
他们抢不到单。”史悠丹说。为此，从
2月 6日起，大润发超市以小区为
单位，建立了金域华府、世纪花园、
绿城兰园等 12个小区“送货上门”
服务微信群。

记者看到，超市员工正拿着顾
客在微信群下的订单，一件件认真
选购，一项项仔细核对，随后结
账、预付、出小票，集中装车后再
送货到各个小区门口，并通知顾客
取货，有效减少疫情期间人员聚集
流通，实现了“前一天晚上下订
单，第二天下午配送到小区”。据

统计，服务微信群日均接受订单
60余单，主要以蔬菜、水果、肉、
蛋、奶等商品为主。

随着我县各地企业陆续复工，
对“菜篮子”商品需求不断增大，县
商务局正加大调运力度，全力保障
民生物资供应，加强日常市场运行
监测，建立与企业 24小时联系制度
和生活物资监测日报制度；加强与
交通部门协调力度，优先保障防控
疫情及急需物资车辆通行。目前，我
县已储备成品米 900 吨、食用油
150吨、活体生猪 3000头、冻猪肉
120吨、经营性蔬菜 200吨，市民完
全可以放心家门口的“菜篮子”。

我县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

记者 张伟海

本报讯 日前，由宁波兄弟服
饰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防护口罩，
已投入批量生产中，目前已生产完
成 3000多个口罩。面对疫情，这
家针织企业的“临时转型”之举尽
显社会担当。

兄弟服饰公司是一家专业生
产针织服装的外向型股份制企业，
现有员工 1000余人。公司拥有织
造、染整、绣花、印花、成衣于
一体的先进生产设备，以及国内

较为先进的服装 ＣＡＤ 设计系
统，染化试验、物理测试等技术
装备。

疫情发生后，该公司看到市
场上口罩十分紧缺，于是在 2月 3
日正式启动“有拒水抗菌作用全
棉口罩”的研发，充分发挥企业
现有的技术、设备等资源优势。
省级劳模李姣主动请缨，担任研
发团队负责人，开展研发制作。
李姣先从面料、滤材方面着手，
借鉴业界专家提出的材料替用建
议，先后使用保鲜膜、尿不湿等

结合精梳高支全棉汗布进行了一
系列尝试，但是样品经过试戴，
其透气性、舒适性都欠佳。原本
打算采购医用级的无纺布作为滤
材，但公司采购部门联系了几十
家面料供应商后均还是“有市无
货”而作罢。为打破材料紧缺这
一瓶颈，李姣决定从公司众多的
样布材料中寻找，进过仔细地比
对，最终选择了以涂层布作为拒水
外层，再加 2 层精梳高支全棉汗
布作为口罩原料。

李姣发动党员、劳模先进和

职工代表 20 余人，在复工 （2
月 10 日） 前 3 天就赶来上班，
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加班
加点赶制口罩。据介绍，这种口
罩可以通过清洗重复使用，防护
效果较好。
该公司负责人还表示：在疫情

面前，作为企业理应履行社会责
任，研发的口罩等通过杭州、宁波
等地专业机构检测后，可以把成熟
的技术无偿分享给有关企业，还可
以向社会无偿提供一定数量的口
罩。

兄弟服饰创新研制口罩为抗疫救急

记者 黄玎

本报讯 2月 13日，作为我县
首批复工的工业企业之一，宁波澳
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将复工两天紧
急生产的 20吨 84消毒液捐赠给县
红十字会。该公司董事长干涛表示：
“这批消毒液可以用于公共区域消
毒，希望能为一线防疫人员解决燃
眉之急。”
据了解，宁波澳翔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精细化工的企
业，具有 30年纺织系列助剂专业生
产历史，主营各种纺织助剂，一直是
国内外大型染整企业的主要供应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消毒液成

为紧缺的物资之一。2月 10日，澳翔
精细化工复工生产，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紧急将原有生产线转产，
克服人员短缺、原材料供应受限等困
难，通过自有技术和工艺生产 84消
毒液，全力支持我县疫情防控工作。

澳翔化工捐赠复工生产的 20吨消毒液

记者 张伟海 通讯员 叶龙健

本报讯 2月 12日，县司法局
制定出台 《象山县司法局关于做
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开工复工法
律服务的实施意见》，用法律服务
助力广大企业开工复工，帮扶企
业渡过难关。

该实施意见充分发挥司法行
政职能作用，推出“惠企六条”，
帮助企业快速应对和解决开工复
工面临的法律问题，切实减轻疫
情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其主
要内容包括充分发挥公共法律服
务职能作用、畅通渠道开展法律

援助工作、优质高效办理有关公
证业务、深入开展涉企矛盾纠纷
的化解调处、充分发挥行政复议
制度功能、精准普法营造良好法
治氛围。

据了解，为提升“惠企六条”
的精准性、普惠性和实用性，县司
法局在政策制定上多方谋划、细致
研究并系统部署。包括组建涉企法
律服务团，在重点领域开展法律咨
询与顾问服务；开通疫情防控期间
企业开工复工法律援助“绿色通
道”，建立快速受理办案机制；针
对疫情防控实际情况，县公证处可
出具疫情相关的事实公证书，包括

对企业延迟复工的事实出具延迟复
工证明公证书；开通企业开工复工
行政复议案件立案“快速通道”，
保证涉企行政复议案件“快立、快
审、快结”等。

又讯 为便于企业与境内外客
户进行协商或争议时提供证据，县
公证处可为企业办理与疫情有关的
公证事项。

办理的公证事项内容包括对
企业延迟复工的事实出具延迟复
工证明公证书；对企业因航班取
消、物流影响、道路交通管制的事
实出具“航班取消证明”“列车停运
证明”“道路交通堵塞证明”“物流

运输限制证明”等公证；对企业

出具的不可抗力声明书或不可抗
力通知函办理签名、印鉴公证；
对申请人提供的医院 《医疗诊断
证明书》、医院《隔离证明》或街
道社区的 《隔离证明》 《留观证

明》办理相关证明的公证；对政
府公布的有关文件等办理网页证
据保全公证；其他与疫情相关的
公证事项。

县公证处提醒企业和群众如需
办理此类业务，可以先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进行咨询、预约，县公
证处将通过错时错峰办证，以提供
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

记者 金旭 通讯员 李镇涛

本报讯“抱歉，疫情期间我店
不做堂食，建议您选择打包或者外
卖。”2月 13日，一市民来到国际
风情街，想进入朋友圈概念餐厅就
餐，却被服务员“拒之门外”。

近日，随着“健康返象，有序复
工”工作的推进，国际风情街里的
餐饮店陆续开业。但与往不同的
是，每家营业的餐饮店大门都被一
张长桌堵住，上面放着体温仪、消
毒水、纸巾，还有一些供外卖人员
使用的暖手宝等。除了厨房有点忙
碌，餐厅里却是空空荡荡。
“这个做法虽是我们餐饮店临

时起意，好处却不少，一方面可以
向顾客表明‘拒绝堂食’意思，另一

方面使店员与‘骑手’、顾客零接
触，降低双方传染风险。周边餐饮
单位可能也觉得这样做挺不错的，
纷纷效仿，被拒的客人也理解支
持。”该餐厅店员说。

据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介
绍，疫情期间，餐饮单位开业前都
需在“健康返象和有序复工”管理
系统登记申请，经市场监管部门和
镇乡（街道）初步审核、实地核查后
方可开门营业，其中“不做堂食”就
是硬指标之一。营业期间，如发现
存在堂食或者其他严重违规行为，
将责令经营单位关停整改。

餐饮业防疫有高招

记者 胡凯

本报讯 没有了往日“叫号等
候、咨询办理”的场面，只有窗
口工作人员戴着口罩、严阵以待，
时不时地操控电脑、接听电话，
这一幕，已成为县行政服务中心
最近一段时期的“常态”。

眼下是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为
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县政务办自
2月份起，推出“不见面”的非接触

零距离服务，通过“网上办、掌上办、
邮寄办、自助办、咨询办”等办事途
径，让窗口工作人员的办公方式，从
以往的线下办理，变成网上受理和

手机解疑答惑，做到“服务不掉档”。
同时，针对一些必须到场办理的事
项，县政务办还推出“预约办”服务，
让群众“提前预约、错峰办理”。

中心还采取县、镇、村政务
服务体系三级联动方式，依托微
信推送多条“网上办”相关教程，
引导群众运用浙江政务服务网、
浙里办 APP等办理事项，对外公
布 31家窗口部门咨询预约电话，
开设值班服务窗口，及时应对群
众的紧急办事需求。
截至目前，县行政服务中心、部

门分中心等共办理各类业务 2022件
次，其中，“不见面”服务 1277件次。

县行政服务中心
推出“不见面”服务

图为澳翔员工在制作消毒液遥

图为市场监管人员对开业餐饮店进行检查验收遥

（紧接第 1版）优化通行证申领程
序，通行证由企业统一申请，工作
小组联合审批，缩短办证时限，确
保不发生因通行证不足造成货物
运输困难问题。积极指导物流运输
企业做好复工防疫工作，加强驾乘
人员健康管理，加强企业车辆动态
管理。按照“人管牢、货要畅”的要
求，实施物流运输企业和生产经营
企业货运车辆卡点快速通行便利
措施，对持有通行证的车辆进行证
件人员身份核对、体温检测，无异
后快速放行；未持通行证的物流合

同车辆增加勘查轨迹，无异后快速
放行。
《通知》明确，要积极对接货物

运输供需信息，做好货物运输信息
推送服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签
订企业承诺书和员工承诺书，如工
作管理不到位造成疫情蔓延的，严
厉追究相应责任。强化行业监管责
任，按照特事特办、急事快办、上下
联动的原则，形成闭环管理，通过
主动服务、加强指导、定期巡查、明
察暗访、问责处理等措施，加强监
管，确保物流运输行业运行正常。

记者 董小滋 通讯员 钱洁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中国海
影城了解到，为向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白衣天使们致敬，中国海影城
将全年对全国医护工作者免费开
放，全国医护人员只要凭有效证件
（医师证、护士证或与医务工作相

关的其他资格证件），即可自疫情
结束园区正式运营起至今年 12月
31日免费游玩中国海影城。
“中国海影城”由浙江广播电视

集团打造，是集主题游乐、影视拍
摄、休闲度假、创意创业为一体的全
季节、全天候的文化旅游综合体，是
浙江省重点文化旅游建设项目。

海影城请全国
医务工作者免费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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