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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车远达）来自台
湾的贾女士日前为丰台区房管局送
来一封感谢信，感谢房产交易管理
中心窗口的人性化服务。今年 2 月
初，因受到疫情及产权人（贾女士母
亲）身体状况的影响，导致当时购房
资格审核过期，网签业务迟迟无法
完成。其间，工作人员多次主动电
话联系，在了解到实际困难情况后，
及时解答疑虑安抚情绪，并为其提
供细致的网上业务办理指导，申请
开通“绿色通道”进行网签草拟，最
终在其母亲身体状况好转后，一次
性高效完成了网签、缴税、过户三联
办，贾女士顺利领到了新的不动产
权证书。

“我们坚持一对一精准服务，就是
想尽最大努力把前期工作做细致，提前
沟通告知备齐材料，让大家只跑一趟、
见一面就能解决。”丰台区房管局房产
交易管理中心主任贺鲜丽表示。据悉，
为全面贯彻国家“放管服”改革精神，优
化首都营商环境，丰台区房管局认真落
实区委、区政府要求，以服务群众为中
心，积极优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模
式，用好丰台区“存量房交易服务预约
及咨询”系统，为企业、群众提供网上预
约及咨询服务。

据数据统计，丰台区 5 月份二
手房交易共签约 1651 套，同比增长
6.31%，环比增长 20.69%，交易量达

近一年来的峰值。分析认为交易
量上涨原因有三：一是北京疫情防
控等级下调。4 月 30 日零时起，北
京市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由一
级响应机制调整为二级响应。中
介机构更方便进入小区实地带看，
带看量提升促使二手房市场交易
量升高。二是房地产市场迎来降
息利好。4 月 20 日央行公布的贷款
LPR 一年期为 3.85%，五年期以上
为 4.65%，较基准利率低了 0.25 个
百分点；三是刚需购房回暖。丰台
区 刚 需 住 房 市 场 占 比 较 大 ，入 学
季、毕业季的到来，让刚需住房成
为市场热点。

为应对窗口交易量增加，丰台区
房管局进一步细化“两前置一通道”
工作流程，落实一对一精准服务。网
上预约“前置沟通”，主动打电话提前
了解其办理的业务，告知带齐所需材
料，避免白跑；对于未进行网上预约
直接来窗口办理的人员“前置引导”，
帮助他们提前完成相关表格填写、材
料梳理复印等基础工作，提高服务效
率，缩短等候时间；对于因实际困难
导致业务办理受阻的情况，做好个案
分析，根据实际需要申请开通“绿色
通道”，维护每一位业务办理者的切
身利益，助力群众在丰台区房产交易
窗口业务办理只见一面，“一面”解
决，“一面”满意。

区房管局：一对一服务让大家只跑一趟

扛起责任 冲在一线 快速反应 狠抓落实

本报讯（通讯员 宋莉 记者 原梓峰）6月初，突如其来
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生活的脚步，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针
对疫情对生活必需品可能造成的冲击，辖区的超市、市场、菜
店等企业在区商务局的组织和指导下，共同维护市场稳定，
保障市场供应，让群众用得放心、吃得安心。

目前，市场各类商品供应稳定，物美、首航、永辉等连锁
超市，在蔬菜、粮油米面、肉类等民生商品上加大人力、物力、
财力投入，充分发挥产地直采优势，从直供基地直接采购回
蔬菜；食迅网采用蔬菜直通车进社区的模式，为社区居民提

供家门口的“菜篮子”。据了解，首航超市的采购量已达平时
的5至7倍，物美超市的供应量是平时的3.5倍，有效确保小
白菜、油菜、圆茄子、紫葱头、大葱、圆白菜、胡萝卜和冬瓜等
多种蔬菜疫情期间价格稳定。

在新发地暂时休市的情况下，开辟转场交易区，为了
保障市场供应，不影响农产品供给，区相关部门按照市、
区部署要求，积极协调周边区域，在新发地市场附近开
辟了多处周转区。截至目前，在用的 3 处周转区交易面
积约 270 亩，6 月 22 日的蔬菜果品等农产品总上市量约

为 10280 吨。
在保障市场安全上，一方面各市场、超市坚持采购源头

把控，对入场禽类产品的检疫合格证明、实际数量、来源情
况加强检查，不采购、储存、销售无溯源凭证、来源不明等
不符合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另一方面，严
格按照北京市二级响应防控标准，店内员工必须佩戴口
罩、手套并体温检测，设置“一米线”，每天定时进行环境消
毒，采取重点人员进行居家隔离以及核酸检测等措施，营
造安全的消费环境。

下一步，区商务局将进一步统筹全区生活必需品供应储
备，加大货源组织调运，确保我区粮油肉蛋流通渠道畅通，来
源可追溯，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供应稳定。

本报讯（通讯员 蔡晖 穆慕）6月19日正值初夏，北京日益炎热，晚上8点夕阳
方才渐渐西落，岳各庄批发市场告别了白天的车水马龙，停车场上只见零星车辆，
销售大厅上的名字亮起了醒目的红色。来自本市几家大型肉类屠宰场的货车整
齐排列在市场大门前，司机接受体温检测，随后在市场西南侧的消毒区列队逐一
进行消毒处理。消毒区像一条人工隧道，货车通过时“隧道”底部和两侧会喷出消
毒喷雾360度全方位消毒消杀，连底盘和4个车轮都不会放过。

鲜肉批发大厅白天并不营业，这里是厂家与市场内外商户交易的场所，每天晚
上8点工作人员做好消杀处理后才开放，此刻消毒完毕的货车已经分别停靠在大厅
卸货通道。“都排好队，间隔一米啊，别靠太近，口罩护目镜都戴好了。”现场工作人员
一边引导着各厂家的卸货员，一边介绍道：“现在每天都要核对厂家送货人员的名
单，登记体温情况。然后审核检疫证明、合格证明、货品来源等相关票据，盖章留
存。所有流程都没问题了才可以卸货。”卸货员们陆续上前，每个人进入场地时都有
专人对其进行喷洒消毒，完成手续的回到自家货车前开始组织人手卸货。

打开货车门，一股寒气涌出，卸货员们早已穿戴整齐，陆续将车内悬挂的一扇
扇猪肉扛进大厅，通道中有人稳定住滑轨挂钩，每两扇挂在一起，顺势往通道里一
推，挂好的猪肉滑至大厅内。随着各厂家纷纷开始卸货，1400多扇猪肉渐渐挂满
了近1200平方米的大厅，原本空旷的感觉被壮观取代。一位身穿蓝色大褂、拎着
铁桶的工作人员正手持长柄印章逐一给猪肉拍打上“YGZ”字样的“身份证”。

“‘YGZ’就是岳各庄，代表这些猪肉是从岳各庄批发市场流通出去的。”他说道，
“你看每扇肉上都有大大小小很多‘标签’，全是检疫证明，有养殖场的，有屠宰场
的，懂的人看一眼就知道这扇肉从出生培育到检疫屠宰，再到批发零售都经过谁
的手。”“看不懂也不要紧，每扇肉都钉着一张溯源二维码，直接扫码就可以查询生
产、包装、仓储、经销商各环节的信息。”另一位工作人员说道，“肉类现在全程流通
溯源，真的是让每个人都能买得安心，也能吃得放心。”

大厅内忙忙碌碌，大厅外更是跃跃欲试，早已等候在此的商户有市场内肉类大
厅的商户，也有市场外前来采购的商户。“我们就是隔壁鲜肉厅的，刚到晚上8点就
来了，想着能早点选肉，守在自己店门口哪能让别人抢了先。”一位商户打趣说道。

时间临近晚上10点，已经有部分商户完成了选购。同样是在卸货通道，不再
是进货，而变成了出货，各种三轮车、小货车停靠在通道外，商户们将买好的肉装

进自己的车里离开。
当天，岳各庄批发市场上市猪肉741头、59280公斤；牛肉22.5头、5625公斤；

羊肉179只、5006公斤；鸡肉10230公斤；蔬菜上市200万公斤。目前，为丰富市民
的采购需求，满足市场供应，市场将肉类大厅的经营时间从原来的8时至23时变
为9时至24时。

“全面消杀，全员核检”
岳各庄批发市场守护百姓健康“菜篮子”

又讯“全体队员集合！报数！”“一、二、三、四……”。6月16日清晨，随着北
京蓝天救援队队员一声声清脆的报数声，岳各庄批发市场的消杀防疫工作正式

开始。
弥雾机震耳的声音响起，全副武装的20余名队员被分为三组，由现场安全员

指挥，自岳各庄批发市场大门起，沿三条路线对市场内15000平方米的公共区域进
行全面消杀。“与日常小区等消杀工作不同，批发市场由于人流量大、不确定因素
多，所以在药剂的浓度配比上需要进行合理增加，才能最高程度保障市民及商户
的人身安全。”蓝天救援队负责人郭志军表示。

连日来，岳各庄批发市场全面加强疫情防控措施，卢沟桥乡调派24名下沉干
部驻守当前开放中的7个大门，对进出人员做好体温检测等相关工作。为方便批
发车辆进出，1号、8号门设为24小时开放，由专人驻守，确保进出安全。市场西南
侧的消毒通道不仅要求批发交易车辆必须消毒后才能入市，还可为有需求的个人
车辆进行消毒喷洒。为确保交易环境健康安全，市场每日调用小型洒水车对公共
区域进行不少于5次消杀，以人工喷洒形式对各销售大厅进行5次以上的消毒作
业。市场内所有商户也都分别配备了消毒喷壶，做到随时交易随时消毒。针对商
户操作台和市场内排水设施，每天进行彻底消毒清理等相关工作。

在供货渠道把控上，岳各庄批发市场进行错峰监管，加大对生鲜肉类水产的
进货查验、索证索票检查力度，并增加临时抽检频次，保障市场农副产品进货来源
可控、销售过程可溯。

消杀防疫工作进行的同时，为更进一步保障市民采买以及商户售卖时的安全
性，岳各庄批发市场免费对市场内全部商户及职工进行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场地早已消毒完毕，医护人员也准备就绪。人员分流、安全间隔、人
员登记、单向通道……由办公用房紧急改造的检测区，在布置上却丝毫不“含糊”。

市场内近6000商户及职工分厅、分批次陆续接到通知，以间隔一米的距离，分
组进入检测区，在门外出示身份证登记后由医护人员进行检测，随后从检测区另
一侧离开。岳各庄村党总支书记戴鹏飞表示，一定会严防死守把好市场出入关，
严格组织消毒消杀、核酸检测、食品安全等相关工作，确保市场运转安全稳定，农
副产品保供稳价，坚决守护好首都市民的健康“菜篮子”。

此前，丰台区疾控中心对岳各庄批发市场进行环境采样，在采取的155件样本
中，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与此同时，为全力保障市民采买需求，岳各庄批发市场延
长了经营时间，并扩大供应量。

请放心！您餐桌上的健康鲜肉是这样来的

深夜直击岳各庄市场鲜肉批发大厅交易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 渠忠涛 记者 原梓峰）疫情期
间，网络购物、餐饮外卖、生鲜配送等“宅经济”“云生
活”异军突起，网络销售因其便捷性，受到越来越多
人的追捧，不少商家和企业更是大力发展线上市场,
随之催生出很多新的网络销售单位，如美团买菜、叮咚
买菜、叮当买菜等等。在“宅经济”“云生活”给经济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网络宣传用语夸大、食品冷链
配送不达标等问题逐渐出现，网络交易如何规范、网络
宣传用语是否合法、网络食品是否安全，近期，丰台市
场监管局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一次抽检”、突出“一个
同步”、制定“一则指引”，强化网络交易监管不放松。

近日，在端午节来临之前，丰台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化身“神秘买家”，通过“零接触”的方式，模拟消费者
日常线上点单方式在网络平台下单买样品。快递员到
达送货地址后，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告知快递员正在
开展网络抽检。通过截图、录像等方式对被抽样样品
状态进行全过程网络信息采集，记录抽样样品的名称、
型号规格、单价、支付记录以及订单信息，特别是针对
需要冷链配送的食品，执法人员用测温仪对保存条件
进行了现场测定，并如实记录，整个过程严格抽检流
程，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此次网络抽检中，丰台区市场监管局以问题为导
向，突出对网络经营食品风险隐患的排查。在网络平
台的选择上，选取新上线的、销量较大的电商平台进行
网络抽样，覆盖美团买菜、京东、盒马生鲜等疫情期间
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食品的网络平台。在抽检品种和
检验项目上，对节令性食品、水产品、熟食等当前百姓
日常消费量大、关注度高的食品进行抽样，检验项目主

要涉及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等易发生问题的指标。
此次共抽检食品30个批次，其中粽子5批次，水产品
10批次，熟食5批次，预制肉制品5批次。在抽检的同
时，执法人员利用检测试剂在抽检现场开展快速检测，
测定粽子中硼砂、熟肉中亚硝酸盐含量，当天检测的样
品全部合格。

据悉，为了加强网络交易监管，丰台市场监督管
理局近期开展了为期5个月的“市场夏季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同样突出“线下”整治和“线上”整治同
步推进。结合节令性食品消费的特点，围绕市场领
域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特别是消费量大、投诉举
报多、媒体舆情反映以及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
比较集中的食品，以监管薄弱环节为切入点，突出重
点业态整治、重点品种整治、重点线索的排查、重点
违法行为整治，线上检查为主，线下同步溯源，通过
组织排查、定期巡查、不定期抽查，确保专项整治取
得实效。

同时，疫情防控工作已进入常态化阶段，为了支持
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针对商品交易市场内越来越多
的经营者通过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进行直播带货的
现象，丰台市场监管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
丰台区市场网络经营管理工作实际，在全市首家制定

《丰台区商品交易市场内经营者网络交易管理指引（试
行）》，进一步引导、规范市场内经营者在网络平台的经
营行为。《指引》对使用范围、基本原则、网络经营平台
和网络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监督检查要点等重要内
容进行了详细规定，最大程度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
合法权益，营造公平诚信的网络交易环境，促进电子商
务持续健康发展。

丰台市场监管局提醒消费者，在网购交易过程中
要注意收集和保存好相关购物证据，如：聊天记录、购
物记录、商品页面截图、购物发票、快递单、发货单等。
一旦发生消费问题，可以拨打“12315”和“12345”进行
投诉举报，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通讯员 孙晶晶）为有效应对近日出现的
疫情防控新情况，丰台区文旅局第一时间进入“战时”
状态，争分夺秒与疫情赛跑。通过一遍一遍地摸排检
查，区文旅局对管辖行业实行全覆盖拉网式排查。

“单位有没有人去过新发地市场或接触过相关人
员？”“都做过核酸检测吗？结果怎么样？”“后厨每天消
毒几次？食物有留存吗？”自疫情发生以来，文旅局按
三个片区派出7个检查工作组实施行业全覆盖拉网式
排查，迅速对文旅经营场所的实体食堂、餐厅、后厨全
体从业人员展开摸排，安排核酸检测。短短2天时间，
按照住宿业、景区、博物馆、文娱场所等分类建立了文
旅经营场所的食堂餐厅后厨台账、后厨工作人员台账
以及5月30日以来到过北京新发地农贸批发市场或与
市场销售人员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及其核酸检测等5类
台账，完成全部1364家企业、含有344家餐厅食堂后厨
的筛查，摸排2320名食堂从业人员并全部安排完成核
酸检测，坚决贯彻应检尽检和内防扩散的防控要求，也

为有序推进后续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片区在检查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后厨卫生较

差、清扫不及时、消杀频次和强度不足、相关记录不
全、负责同志思想重视不到位等问题，已经向企业下
达整改通知书。”每天各片区负责人都会对当天的督
察检查情况、收集到的问题列出清单汇总上报。“检
查出的问题整改到位了吗？”“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
进一步协调解决吗？”内部再针对这些问题研究对
策，已经建立起问题隐患发现和整改工作的闭环体
系，实现了问题发现到位、反馈到位、处理到位。截
至19日，区文旅局累计出动检查人员8462人次、车辆
1823 车次，实地督察检查全区宾馆酒店及其他文化
旅游企业落实防控情况 4814 家次，累计发现问题 23
个，累计整改22个。

负责人介绍，区文旅局迅速传达部署全局战时状
态工作要求，发布抗击疫情再动员令，要求党员干部服
从调度、以身作则、扛起责任。进一步统筹全局“一盘

棋”，及时调整工作机构，增设综合协调组和纪检监督
组，抽调 7 名精干人员，加强防控力量，抓牢指导、监
督、检查等工作，从高从严从细从实把控具体要求和工
作节奏。主动与区政法委等部门联动配合，短时间内
实施隔离酒店的多批次现场踏勘和筛查选择，及时高
效地保障了大批量隔离房间的需求。

第一时间对景区实行“强化行业防控指导、调低景
区限流量、关闭景区涉水项目室内项目、严格实名预约
制”；对住宿业实行“进店测体温、入住有登记、核验健
康宝、行程轨迹清、健康要监测、发热需报告、每日零报
告”；对端午游园文化活动实行停止举办；对 KTV 和

“唱吧”等小空间密闭性文化娱乐场所实行不得开放等
管控措施；对含有餐厅、食堂和后厨的企业开展限时完
成消杀和加大消杀频次的重点检查。领导班子带头，
以住宿业为重点，所有成员下沉实地检查指导“四管控
一留存”，即人员管控、场所管控、风险点管控、食品安
全管控，记录留存。

本报讯（通讯员 南楠）面对新
发地市场聚集性新冠疫情，丽泽商
务区工委、管委会把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当前最紧迫、最关键的任务，第
一时间从常态化疫情防控转入应急
工作状态，全面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丽泽金融商务区疫情防控工作
落实到位。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第一时间向
全员传达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组织
各部门做好 5 月 30 日（含）以来到过
北京新发地人员及同住家属的摸
排，按要求上报社区并进行核酸检
测、居家隔离。同时，恢复二级防控
措施，机关工会也立即准备各类疫
情防控物资。

对入驻企业及新青海喜来登酒
店、丽泽SOHO、聚杰金融大厦、晋商
联合大厦等已投入使用楼宇的测温、
台账登记、环境消杀及保洁保安人员
居住等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检查，
对与新发地市场有接触史人员情况
进行全面摸排，建立详细台账，每日
滚动更新。要求与新发地市场有直
接接触人员尽快到居住地社区报到，
并进行核酸检测和居家隔离。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积极主动联
系核酸检测单位，为辖区国家审计署
食堂、新青海喜来登酒店等单位的厨
师、服务员、食材采购人员三类人员
安排了核酸检测，使辖区三类人员核
酸检测完成全覆盖。

丰台区生活必需品供应量充足价格稳定
来源追溯 货源充足 品类丰富 供应稳定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建立疫情台账滚动更新
“摸排，再摸排”区文旅局实施行业全覆盖拉网式排查

区市场监管局化身“神秘买家”严查网络交易

特约记者 刘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