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监管人在行动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凝心聚力 担当作为

为抗击疫情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的本土疫情打破了
津沽大地的宁静，一场与病毒斗争、与时间赛跑
的抗“疫”攻坚战打响。市市场监管委系统上下
并肩作战、携手抗“疫”，在持续强化监管的同时
积极下沉社区、支援津南区参与疫情防控，为抗
击疫情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和平区市场监管局
坚持疫情防控与市场监管“两手抓”

和平区市场监管局立足监管工作，密切关
注辖区物价波动情况，以农贸市场、商场、超市
等为重点场所，加强价格监测和监管；下发《关
于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严肃查
处借疫情防控之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价格
违法行为；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解决人民群
众反映的价格问题。
同时，第一时间分配人员组成流行病学调

查组以及核酸检测服务组，助力疫情防控工
作。自1月9日7时起，流行病学调查组连续30
个小时不间断开展流调工作，摸清了近5000人
的行动轨迹，为疫情防控工作打下了坚实基
础。核酸检测服务组干部职工下沉社区，配合
开展入户登记、流程指引、信息录入、秩序维护
等工作，服务多轮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凝聚起携
手战“疫”的强大合力。

河北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敲门行动”助力应采尽采

河北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干部职工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采样工作“敲门行动”。全体干部敲门

入户，对沿街在营商户进行逐一走访、逐一核实，
了解商户参加核酸检测采样情况，对于未营业商
户，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进行了解。针对未参加
核酸筛查采样人员逐一登记详细信息，督促其立
即进行核酸检测采样，切实做到“不落一户，不漏
一人”。同时，在开展第四轮全员核酸筛查采样
“敲门行动”时，该局还制定未采样人员名册，详细
登记未采样人员姓名、联系电话、现居地址、未采
样原因等信息，掌握未采样人员后续核酸检测采
样完成进度，确保“敲门行动”有条不紊推进。

市市场监管委财务处
闻令而动 尽锐出战

市市场监管委财务处广大党员干部尽锐出
战，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让党旗在疫
情防控战斗一线高高飘扬。
麻述华同志连续三日参加辛庄镇华远波士

顿上东轩封控区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在咸水沽
镇同泽园封控区入户核酸采样80人，咸水沽镇
惠裕里封控区入户核酸采样74人。他说：“我
不仅是一名退役军人，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疫情
当前，就要像一名战士一样冲锋在前。”白红雲
同志是一名老党员，她不顾左手腕骨折，主动请

缨，第一时间到南开区体育中心街仁爱濠景社
区报到。为减少居民排队等候时间，她挨家挨
户耐心走访，了解居民核酸采样情况，耐心细致
组织群众排队，维护现场秩序。姚庆斌同志支
援河西区挂甲寺街道海景雅苑社区，协助做好
核酸检测采样现场布置、信息录入、秩序维持等
工作。面对刺骨寒风和繁重工作，他经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是“这是我应该做的”。

市市场监管服务中心
星夜赴一线 战“疫”勇当前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服务中心把疫情防控
工作作为当前重大任务和重要考验，第一时间
进行动员部署。中心党员干部职工毅然扛起抗
“疫”大旗，奔赴疫情防控第一线，多名干部在高
质量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主动报名参与社
区核酸检测采样志愿服务，用“志愿红”书写服
务中心担当作为底色。
1月14日下午，接到市市场监管委关于抽调

党员干部支援津南区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后，服务中心王伟、王军、郭鑫、李函禹、贾志5名
党员干部迅速集结，与疫情赛跑、与时间夺秒，与
抽调的干部一起，星夜奔赴津南区抗疫一线。他

们来不及收拾行装，来不及与家人联系，迅速进
入战斗状态。他们当天深夜到达驻地，第二天清
晨四点便开始集结，赶赴咸水沽紫江馨苑社区参
加核酸筛查采样工作，下午转战津南区实验小学
参加周边社区核酸检测采样工作，晚上深入合盈
园小区开展入户核酸筛查采样工作，他们克服天
气寒冷、防护服行动不便等诸多困难，逐门逐户进
行身份核实，完成试管开封箱、身份信息录入等相
关工作，一直忙到深夜。1月16日，他们奔赴诚信
里小区参加核酸筛查采样工作。小区老旧，没有
电梯，他们从一楼到六楼逐门逐户通知居民参加
核酸检测采样、发放口罩，连续奋战9个多小时，虽
然浑身湿透，腿脚酸痛，嗓音嘶哑，但依然坚守岗
位，圆满完成了当天的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迎战“奥密克戎”药检巾帼别样红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党委迅速部署，在
做好药品检验工作的同时，组织党员干部主动
投入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中。由于药检行业
的特殊性，从业人员中女性职工居多。在疫情
防控关键时期，药检女职工连续奋战，全力做好
新冠疫苗批签发工作，确保疫苗安全有效上市

供应。同时，积极响应号召，下沉社区协助开展
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她们不惧风险、不畏严寒，
敲门入户摸排、组织居民采样、维持现场秩序，
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不让须眉的“巾帼红”。截至
目前，市药检院共有74名党员下沉社区一线，
123人次党员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市市场综合执法总队
抗“疫”有我 共克时艰

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坚持把疫情
防控作为头等大事，在立足本职工作的同时，号召
党员干部主动下沉社区助力我市疫情防控。
身为党支部书记，颜岩同志一方面坚守岗

位工作，积极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另一方面主
动支援社区核酸检测采样工作，累计为684人
次录入核酸检测采样信息。杨毅同志主动参
加三轮社区志愿服务活动，配合完成核酸检测
采样人员分流、秩序维护等工作，每次工作至
凌晨，次日仍坚持到岗，巡查农贸市场与餐饮
商户食品供应及物价波动情况，高质量完成本
职工作。刘全迪同志身处管控区，他主动支援
核酸检测采样工作，自1月11日起，每日连续
工作超过12个小时。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朱
怀峰同志迎难而上，积极支援社区核酸检测采
样工作。他逐栋逐户通知，主动帮助行动不便
的老人，同时，协助社区做好人员信息录入登
记，充分展现了“退伍不褪色”的军人品质。从
“60后”到“90后”，他们是更多坚守一线的执法
总队党员干部的缩影，勇敢逆行，为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连日来，各区市场监管局全力投入疫情防控攻坚战。监管干部深入辖区商场、超市、药店、农贸市场等

场所进行监督检查，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筑牢安全防线，以高度责任担当助力我市疫情防控工作。

东丽区市场监管局

河北区市场监管局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

北辰区市场监管局

蓟州区市场监管局 武清区市场监管局

市市场监管委从严从重从快查处价格违法行为

维护市场秩序 保障群众利益
市知识产权局

逆流而上 战“疫”到底

闻令而动 勇挑重担
市场监管系统干部面对疫情交上温暖答卷

1月8日，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突袭津城。市
市场监管委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迅
速响应，采取积极果断措施，全力维护市场秩序
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第一时间发布公告，划定底线红线。1月9

日，市市场监管委面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关于维
护市场价格秩序严厉打击价格违法行为的公
告》，列明违法行为“负面清单”，要求经营者加
强经营自律，主动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
凡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借机哄抬价格、囤积居奇
造成价格过快过高上涨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
依规，一律从严从重从快查处，并对典型案例予
以公开曝光，警示经营者合法合理行使自主定
价权，不得逾越法律红线，不得借疫谋财，有效
震慑经营者价格违法冲动。
强化集中约谈，全面加强提醒告诫。对全

市各类农贸批发市场、商场超市、菜市场等经营
场所主办方开展集中约谈，并通过张贴公告、向
经营者发放提醒告诫函等方式，密集开展警示
教育和价格法律法规宣传。截至1月24日，全市
市场监管系统在相关经营场所共张贴公告7400
余份，发放提醒告诫函9900余份，实现对全市各
大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的全覆盖。
强化价格监测，密切关注价格动态。每

日对肉蛋菜、米面油等20余种重要民生商品
开展价格监测，每日采集金钟、何庄子、红旗、
韩家墅等大型批发市场主要蔬菜品种当日批
发价格，通过“津云”客户端、天津电视台等
多种渠道对外发布，稳定群众心理预期。会
同市发展改革委建立价格监测信息互通共
享机制，及时汇总、分析价格动态，全面掌握
价格波动趋势，及时跟进监管措施。目前，

我市蔬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市
场秩序良好可控。
强化巡查检查，维护价格秩序。专门成立

15个督导检查组，每日对各区落实价格监管情
况开展不间断巡查督查，要求各区市场监管局
加大市场巡查检查力度，在确保完成每轮核酸
检测筛查采样工作的前提下，坚持对辖区内菜
市场、路边摊、便利店等实施全覆盖监管，发现
问题即查即处，对违法者形成震慑，让老百姓安
心放心。1月9日以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共出
动36600人次，巡查检查22500户次。
密切关注舆情，严打价格违法。畅通投诉

渠道，依托12345和12315投诉举报热线，及时
受理分拨各类价格违法举报线索，督促指导属
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核查处置，迅速反馈结
果。强化执法办案，对通过巡查检查、投诉举

报、舆情反映收集的违法问题线索，对哄抬价
格、囤积居奇，以及不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违
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形成强大震慑，确保民
生商品价格稳定；针对明码标价不规范、进货票
据保存不全等轻微违规行为，当场责令整改，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截至1月24日，全市市场监
管部门已立案查处价格违法行为51件，纠正不
规范明码标价商户3700余户次。
市市场监管委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决心，
发扬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精神，全力以赴落实
民生领域商品保供稳价政治责任，科学高效组
织市场价格巡查检查，集全市市场监管系统之
力，严厉打击各类价格违法违规行为，确保价格
稳定、民心稳定，坚决迅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

1月 14日至 18日，市市场监管委闻令从
戎，吹响抗击疫情集结号，先后三批选派260名
党员干部奔赴津南区支援一线，迎“疫”而战。

“疫”声号令 闻令而动

1月9日上午，委党组书记、主任戴东强组
织召开党组会暨委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传达
市委、市政府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迅速响应，即刻进入抗“疫”战斗状态。
接到命令的同志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问

险阻，放下手中的工作，告别家中的亲人，紧急集
合，有的同志甚至来不及回家告别，拿一件换洗衣
物，穿着工服和单鞋，直接从单位奔赴集合地点。

“疫”线挺进 勇毅前行

1月14日，第一批支援队伍在三小时内集
结完毕支援津南区。1月18日16时和19日凌
晨，第二、三批支援队伍分别在三小时内火速集
结，在开赴津南区的路上完成编组。按照部署，
市市场监管委支援津南区的队伍分别被派驻到
咸水沽镇、辛庄镇、双港镇等管控区、封控区，参
与紫江馨苑社区、三鑫社区、昕盛里、众祥园和
博雅花园等多个社区防疫任务。队员们有的配
合社区开展集中筛查有关工作，有的在楼宇间
奔波入户，每天工作时长平均在14小时以上。
他们头戴面罩、身穿厚棉衣、外裹防护服，行动
十分不便，加之连续爬楼，体能消耗极大，甚至

达到身体极限。有的队员实在太累，就蹲在地
上休息片刻，又立刻起身投入工作。但他们没
有牢骚，也没有抱怨，只有以苦为乐的精神和战
“疫”必胜的笑脸。

大“疫”大义 铁骨柔情

市市场监管委三批支援队伍分别建立了临
时党支部，让鲜红的党旗飘扬在抗“疫”前线。
第一批支援津南区的龙志斌、张骏、麻述华

等六名同志，连续多日在高风险区执行抗疫任
务，顶着寒风，冒着危险，在辛庄镇上东轩小区、
咸水沽镇同泽园和惠裕里小区协助开展全员户
外和逐层入户核酸检测采样工作，为居民运送
生活物资，五天时间里服务620户2918人。所剩
不多的休息时间里，他们总是在讨论如何分组
更有效率，如何与医务团队协调对接，如何组织
调度工作创新。
市药监局牛东斌、姚大昕等“六壮士”，无惧

感染风险，主动请缨进入有过阳性确诊病例的
首创城星景苑小区两栋高风险楼宇，协助医护

人员开展入户核酸筛查采样。他们穿着防护服
爬楼入户，连续奋战五小时，完成全小区核酸筛
查采样任务。两天的时间里，他们共完成入户
核酸检测混采样本626份，协助医护人员分装样
品保存管、试签等物资3200份，搬送口罩、储藏
盒等物资30余箱。作为支援津南区第一临时党
支部书记的牛东斌说：“我们市场监管人在哪
里，党徽就在哪里闪亮。只要疫情快点过去，再
苦再累都不算什么！”
市药检院宁河区、北辰区、蓟州区、武清区、

静海区五个分支机构派出15名干部第二批支援
津南区。子夜交替时分，第三批支援津南区的武
清所同志们正在赶来的路上。静海所的孙林涛在
微信朋友圈写道：五点半集合，还能再睡仨小时。
在这次支援津南区的队伍中，赫然还有几

位“60后”。市质检院老党员王建章同志在执行
入户核酸检测采样任务时，感到恶心憋气、四肢
无力，立即被换下来休息。短短休息后，王建章
同志又穿上防护服，出现在工作岗位上。面对大
家的关心，王建章说：“困难是有的，但党员不就是

要迎难而上吗？”
第三批支援津南区的队伍里有21位女同志，

被派驻在咸水沽镇。到达后，她们迅速换上防护
服，投入到小区物资接驳和逐户配送工作中。根
据防疫要求，她们要守住楼门，帮助小区居民处理
紧急情况，做好对外联络。严寒中，她们用温暖的
话语、细致周到的服务，安抚了十多天不能出门的
居民们的情绪。委妇联执委刘文泽介绍巾帼小分
队战况时说：“舍小家、为大家，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中，巾帼红‘疫’无反顾。”

守望相助 后方保障

近三百人支援津南区的队伍，既要火速集结，
又要注意防护、保障物资。市市场监管委根据抗
疫工作实际和出征将士切实需求，组织人员紧急
调配保温杯、护膝、手套等物资，并联系家属准备
换洗衣物等，为一线人员备足物资、做好保障。1
月18日夜至19日凌晨，组织干部处共接打了200
多个电话，委二级巡视员、组织干部处处长孙洪臣
和干部们作为总调度，已在委机关度了过多个不
眠之夜。
委党组高度关注市场监管系统党员干部驰援

津南区抗“疫”战况，委党组书记、主任戴东强在
《致市市场监管委系统全体支援津南区抗疫工作
人员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们闻令而动，逆行出
征，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奋力阻击疫情，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市场监管人的政治忠诚和使命担当！”

疫情发生后，天津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党
员干部闻令而动，积极响应号召，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全力以赴支援我市疫情防控工作。
勇做抗“疫”一线逆行者。1月9日起，市

药监局 33名党员干部深入社区担任志愿
者。他们昼夜奋战，配合布置检测采样场
地、准备消毒物品、做好分组引导，协助社区
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耐心引导群众录入
信息、有序排队。“天气寒冷，请大家多穿衣
服。”“请大家排队扫码，老人和孩子请走绿
色通道。”一句句贴心的叮嘱，体现了党员干
部的细致关怀，他们用实际行动在这场寒冬
战“疫”中交出了一份温情答卷。1月14日，
市药监局6名党员干部星夜赶赴津南区。他
们按照津南区防控指挥部统一安排，组成筛
查工作小队，进入封锁楼区和散居隔离户开
展入户核酸筛查采样工作，经连续奋战，顺
利完成核酸筛查采样任务，以绝对忠诚诠释
了药监人的责任担当。
织密安全用药防护网。在持续加强疫

情防控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和使用环节全
生命周期监管的基础上，1月9日，市药监局
印发《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医疗器械生产环
节质量安全监管的紧急工作通知》，迅速统
计汇总我市疫情防控医疗器械重点品种生
产企业库存和产能情况，督促企业严格产
品放行管控措施，确保出厂产品质量安全；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储备医疗器械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主动对接
市工信局沟通疫情防控储备物资质量安全
管理工作进展，对政府收储物资生产企业
实施全覆盖检查，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印发
《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医疗器械经营使用环
节质量安全监管的紧急工作通知》，以核酸
检测过程中所用医疗器械产品为重点，迅
速建立核酸检测机构、采样点及产品清单，
对经营使用环节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确
保核酸检测所需产品质量安全。

自1月8日天津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以来，天津市知识产权局迅速行动，局党
组第一时间召开会议，传达市委、市政府和市
市场监管委党组要求，制定防控措施，号召党
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投入到疫情防控
攻坚战中来。
该局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号召，参与所在

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办公室党支部孙燕东同
志居住在津南区双林街海天馨苑社区，在得
知居委会急需志愿者时，他主动亮明党员身
份，协助社区开展核酸检测采样人员信息登
记、入户检测采样等工作。在前两次核酸检
测采样期间，他手动登记信息1500多条，极
大缓解了社区核酸检测采样人员信息登记压
力。管理处党支部赵彬同志在不耽误业务工
作前提下，主动参加两轮全员核酸筛查采样
工作，承担120户人员入户登记工作，确保
“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特别是在第二轮核
酸检测采样期间，他克服严寒天气连续在室
外坚守9个小时，配合社区人员组织检测采
样工作，得到了社区居委会和群众的高度评
价。此外，该局还按照全市统一要求，组织
15名工作人员参加督察隔离点工作、17人下
沉社区参加防疫工作。

市药监局

同心抗“疫”守望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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