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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动 态窑

为了确保武汉城内 900 多万消
费者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应袁维持物价
稳定袁武汉市各区市场监管部门全员
坚守一线袁深入各区商超检查物价和
物资供应情况遥 吴采平 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于 2 月 8
日尧9 日相继举行新闻发布会袁介绍
疫情防控中维护市场秩序尧 重要生
活物资生产保供情况遥 会上发布的
一组数据表明袁 全国重点地区市场
秩序稳定袁 重要生活物资供应有保
障袁商品价格总体平稳遥

据介绍袁疫情发生以来袁市场监
管总局联合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袁加强
野生动物交易市场整治袁查办野生动
物违规交易案件遥 截至 2 月 6 日袁全
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经营场所
149.8 万个次袁 监测电商平台尧 网站
49.1 万个次袁停业整顿市场及经营户
3700 余家袁督促下架尧删除尧屏蔽信
息 7.7 万条袁联合林草尧农业等部门
风控隔离饲养繁育场所 16000 余个遥

针对口罩等防疫用品需求激增
的情况袁 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口
罩等防疫用品价格专项检查袁 对违
法行为露头就打尧决不姑息遥 截至 2
月 7 日袁 市场监管一线执法人员共
出动巡查 170 多万人次袁 立案查处

口罩等防疫用品价格违法案件 3600
多起袁已处罚 720 多起遥 市场监管总
局通过官方网站和中央电视台曝光
了 6 批 36 起价格违法典型案例袁其
中涉及口罩的案例 29 起遥 针对制售
假冒伪劣口罩等防护用品的违法行
为袁 市场监管部门出动执法人员 40
多万人次袁 检查经营户 10 多万个袁
立案查处 320 多起违法行为遥

在保障民生物资供应方面袁市
场监管总局启动了 野保价格尧 保质
量尧保供应冶系列行动渊以下简称野三
保冶行动冤袁推动物美尧阿里巴巴尧武
汉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等 30 多
家企业主动向社会做出承诺遥 截至
目前袁150 多家企业主动参与野三保冶
行动袁涵盖门店 1.6 万多家遥 从市场
监管部门巡查监测的 40 个城市数
据来看袁米袋子尧菜篮子重要民生商
品的价格基本平稳袁供应充足遥

在口罩等防疫用品供应上袁国
家药监局要求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
在加强质量监管的同时袁 积极启动

医疗器械应急审批的程序袁 对所有
疫情防控所急需的医疗器械开展应
急审批袁确保产品质量安全袁全力保
障疫情防控需要遥 截至 2 月 7 日袁相
关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已经按照医疗
器械应急审批程序袁批准医疗器械注
册申请 88 个袁 其中涵盖一次性防护
服尧医用防护口罩尧医用外科口罩尧一
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等医疗器械遥

在复工复产方面袁 各有关部门
正督促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基础上袁 有序组织重点领域企业复
工复产遥 目前除了湖北省外袁全国其
他省份均已部署安排企业复工复
产遥 截至 2 月 7 日袁全国口罩生产企
业按产能计算的复工率已达 73%遥
全国重点监测的粮食生产尧 加工企
业的复工率达 94.6%遥天然气尧电力尧
成品油供应充足遥 民航尧铁路尧水路
运输网络运营正常遥 大型连锁超市
网点开业率为 95%左右袁 大型百货
商场尧 购物中心开业率在 35%左
右遥 李晶

兰溪市市场监管局查获涉嫌
违法销售黄鼠狼案

2020 年 2 月 2 日 10 时袁兰溪水亭村村民钱
某骑着电瓶车将一只纸箱带进兰溪农产品交易
城遥 在入口体温检测时袁市场管理人员发现其行
为异常袁遂跟随其进入市场自产自销区袁在其停
车打开纸箱后袁发现里面竟装有一只小动物遥 市
场管理人员迅速向兰溪市市场监管局举报遥

兰溪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立即出击袁并联
系市自然资源局遥 经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查验袁
认定此动物为黄鼠狼袁 属浙江省重点保护动物遥
经法定程序后袁该黄鼠狼已由自然资源局放归自
然遥

兰溪市市场监管局日依据 叶野生动物保护
法曳第二十七条第四款的规定袁于当日予以立案遥
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遥 沈雁

龙游县市场监管局查获涉嫌
无证销售野生黄蛤蟆销售案

2020 年 1 月 28 日 11 时左右袁 龙游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溪口市场监管所接到群众举报袁溪口
农贸市场有野生黄蛤蟆销售遥该所执法人员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遥 经检查发现袁当事人陈某在溪口
农贸市场 39 号摊位销售黄蛤蟆遥 执法人员立即
对其摊位和仓库进行检查袁 共查获野生黄蛤蟆
102.5 公斤遥

经溯源追查袁黄蛤蟆系陈某从衢州市衢江区
华下家庭农场渊个体工商户冤专业合法养殖户处
进的货遥 陈某无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袁涉嫌无证
销售野生动物袁同时违反了市场监管总局尧农业
农村部尧国家林草局叶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
公告曳的相关规定遥

目前袁龙游县市场监管局依据叶野生动物保
护法曳叶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曳和叶浙江省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曳 等法律法规予以立案遥
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之中遥 儆百

还没到春节袁但一个与春节相关的
词先热了袁这就是 野春节服务费冶遥近日袁
申通尧圆通尧中通尧韵达和顺丰陆续发布
2020 年春节期间服务公告遥 其中袁顺丰
和韵达明确会在春节期间加收服务费袁
以保障服务质量;圆通则表示袁因受春节
期间运力资源尧天气等因素影响袁快递
时效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袁部分地
区快递费用将有一定的调整遥

对于野春节服务费冶袁似乎还挑不出
多少刺儿遥 万家团圆之际袁你在休息袁别
人加班袁适当增加一点收费袁似乎也能够
理解遥 而且袁如果你在单位加班的话袁还
能根据国家规定拿到加班费袁推己及人袁
似乎也并非不能接受遥 因此无论是此前
网约车还是现在的快递袁 在他们宣布收
取野春节服务费冶后袁基本都是波澜不惊袁
没有引起过大的民意反弹遥舆论场上袁很
多网友还表示出了理解和支持遥

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袁 相对于这

些新兴行业袁如果传统行业在春节期间涨
价袁恐怕就不会这么风平浪静了遥 拿同样
提供出行服务的出租车来说袁在网约车之
前袁也有一些出租车司机在春节期间悄悄
涨价遥 这种行为袁不仅引起了民意的极大
愤慨袁而且会受到有关部门的严厉处罚遥

同样提供出行服务袁甚至同样还是
那个司机袁 为什么穿上互联网马甲袁就
可以公开涨价呢?而且得到区别对待呢?

其实袁网约车和快递收取野春节服务
费冶的理由袁几乎适用于所有行业遥 哪家
企业没有成本压力袁 哪家企业的员工不
需要更多关怀袁 哪家企业没有涨价的经
济理由?这让人不禁担心袁野春节服务费冶

会不会普遍化?最起码袁有了互联网新兴
行业的示范袁涨价也能更理直气壮一点遥
而如果借春节 野打秋风冶成为一种常态袁
那舆论场态度也可能会发生悄然转变遥

舆论宽容的背后多少有些无奈遥 拿
网约车市场来说袁几乎已经形成了极少
数企业事实上的垄断袁 而在快递市场袁
也是少数几家企业便能呼风唤雨遥 换而
言之袁只要他们决定了袁无论是否愿意袁
消费者只能选择接受遥 而且袁舆论并不
是理解野春节服务费冶袁只是对于背后从
业者心怀温柔遥 但是保证从业者的权益
难道只剩下涨价一条路吗? 这些平台级
的企业为什么不能适当放弃点利润袁体

现人文情怀?进一步讲袁谁又能保证野春
节服务费冶都进入从业者的口袋?

以中国国情之复杂袁对于任何一种
涨价行为袁都应慎言野能接受冶袁野对民生
无影响冶遥 市场是存在跟风现象的袁倘若
野春节服务费冶真的普遍化袁那对于民生
的影响就是实实在在的遥 而部分困难群
体袁难道不需要人文关怀吗钥

这些平台级企业袁 是具备一定消化
能力的遥正如市场上袁大量企业并不存在
所谓野春节服务费冶袁它们依然克服自身
困难袁保持正常运营袁并拿出利润关爱员
工遥 这些平台级企业为何不能效仿呢钥

部分行业收取 野春节服务费冶袁或许
情有可原袁但春节服务不应该只有涨价
模式遥 还是希望更多的行业和企业袁尽
量立足自身消化袁而不是简单把成本转
嫁到社会头上遥 而肯定甚至点赞这样的
行为袁是对大量坚守春节不涨价的行业
和企业的不负责任遥

春节服务不应该只有涨价模式
阴毛建国

执法行动有力

全国查处 320多起制售假冒伪劣防护用品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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