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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奋战提效能
确保监管仓一周驶入正轨

“困难比我们想象多，但我们一往无前，把它们各个击破”

“疫情就是命令！组织需要我们，我们必须不辱使命”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目

前集中监管仓运转已经进入

了正轨，但是杨喆丝毫没有松

懈，依然每天穿上厚重的防护

服，在冷库监督把关每个作业

流程。

在采访中，记者问杨喆：

“你天天进冷库，面对的基本都

是没有经过核酸检测和消毒处

理的货物，你不害怕吗？家人

会担心吗？”

“说实话，开始有点害怕！

家人也担心。可是我不能害

怕，我不害怕了，家人才放心、

群众才能放心。”不惑之年的杨

喆，是家中的顶梁柱，有四个老

人加上一个年幼的孩子需要照

顾，如今，这些重担都落到妻子

肩上。“我爱人不仅理解我，还

经常支持我、鞭策我要认真做

好每一项工作，不能出差错。”

后方的给力支持，让杨喆在前

线奋战更有底气，也更能心无

旁骛。

作为一名有18年党龄的

军转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种

子早已在杨喆的心里成长为参

天大树：“我们的信念只有一

个，认准集中监管仓是对人民

有利、对食品安全有利，对疫情

防控有利的好事情，无论遇到

什么困难，我们都必须做好！”

这样的信念在整个监管仓

团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自集

中监管仓专责组成立以来，所

有成员便过上了“5+2”的日

子，预约登记、进场安排、现场

作业、物资供给、消杀作业、核

酸采样、防疫监测、后勤保障、

数据分析上报……每一项流程

环环相扣，丝毫不能出错，一出

问题就会影响整个作业效能。

据了解，监管仓专责组的工作

人员，从1月4日以来，没有一

个休假，周末只能轮流休息一

天，没有一个人想过要退缩。

“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

生命！我们面前，是源源不断

的进口冷链食品，必须保障食

品供给；我们身后，是南海区

300多万市民，我们必须保证

食品安全！打赢进口冷链食品

疫情防控阻击战，是我们的光

荣使命。”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局长许兆辉对监管仓的工作

如此评价。

正是有这样一支招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团队

默默奉献，集中监管仓工作流

程不断得到优化，工作效能也

持续提升。2月5日，佛山市副

市长许国带领佛山五区分管区

领导、市场监管局领导前往集

中监管仓调研，充分肯定了南

海集中监管仓在进口冷链食品

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

作为南海阻击进口冷链食

品疫情输入的“桥头堡”，集中

监管仓实现进口冷链食品疫情

防控能力和食品安全监管能力

的“双提升”，在强化疫情防控的

同时保证食品供给，有力保障南

海区的食品安全和供给安全。

无畏任务艰巨，无畏奔波

劳累，集中监管仓专责组勇做

抗击疫情的逆行者，成为疫情

防控常态化时期，每日穿防护

服最多的人群之一。他们坚持

必胜的信念，以实际行动投身

疫情防控第一线，用无私无畏

的辛勤奉献谱写出一曲动人的

防疫赞歌。

集中监管仓的“急先锋”
带头织起“冷链防控网”

南海区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工作专责组现场组组长杨喆带头把好“进口冷链食品
关”，阻断问题进口冷链食品的流入

“喆哥就是我们的急先锋，遇到急难险重的事情，他总是

主动冲在前面！”“喆哥是军转干部，他遇到事情，总能冷静应

对！”……走进位于平洲的南海区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

说起“喆哥”，大家纷纷竖起大拇指。

大家口中的“喆哥”，是南海区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

工作专责组现场组组长杨喆。今年初，全国各地进口冷链食

品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他临危受命，与集中监管仓专责组的

同事们用时17天就建起了南海区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

（以下简称“集中监管仓”），用于外防进口冷链食品疫情输

入，体现了疫情防控中的“南海担当”和“南海速度”。

如今，虽然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杨喆仍和同事们

每天穿着防护服奋战在第一线，把好每道“进口冷链食品

关”，严防死守，阻断问题进口冷链食品的流入。

2021年春节前，进口冷链

食品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南海的进口冷链食品流通集散

量大、覆盖面广，一旦出现疫情

随物品输入，后果不堪设想。建

设集中监管仓，进口冷链食品进

入南海前，先进仓统一接受票证

查验、核酸检测、预防性消毒，这

是南海阻击进口冷链食品疫情

的关键一战。

2020年12月30日，南海

区政府批复同意设立集中监管

仓；2021年1月1日，佛山市委

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副

区长乔吉飞、冼富兰等领导便立

即前往实地考察，研究集中监管

仓建设工作。

1月4日，杨喆刚踏进办公室

便接到了单位通知，被抽调至“南

海区进口冷链食品监管仓”专责

组，负责监管仓筹备建设工作。

当天，杨喆一边跟同事交接

工作，一边搜索集中监管仓的相

关资料，为建仓方案的制定提供

支撑。4天后，由区市场监管

局、卫健局等部门以及相关镇街

抽调的业务精兵组成的集中监

管仓工作专责组正式驻点集中

办公。

时间紧、任务重，大到功能

分区、物资保障、队伍组建、系统

开发，小到道路指引、后勤保障，

所有的东西都得靠专责组的工

作人员一一摸索。杨喆被分配

到现场作业组担任组长，成为每

日穿着防护服进入消杀作业仓

内的“前线战士”。

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

通道怎么设置？怎么提升搬运

效率？货车怎么合理调配停放

在入库区？作业工人怎么上厕

所？一旦发现阳性污染产品，

如何应急处置？……所有的问

题，在筹备建设之初都必须想得

细之又细，反复推演，拿出应对

方案。

在建仓初期，由于时间紧

急，没办法去其他地方现场学

习，很多细节需要工作人员自己

去摸索，于是杨喆便想了一计：

与同事扮成冷链食品经营者，往

国内各个冷链食品监管仓打电

话，详细了解作业流程、预约流

程等细节。

“问得太多，最后都惹得人

家工作人员烦了。”杨喆回忆起

来笑着说，“但是这也没办法，我

们当时想的是凡事要么不做，要

做就要做到最好。”

没有一份付出会被辜负。

在群策群力下，“南海区进口冷

链食品监管仓”在1月18日正

式挂牌运行，此时距离开始筹

建，仅过去了17天。

这一速度和举措获得了各

方的肯定，“迅速建立集中监管

仓对进口冷链食品集中消毒，能

大大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有利于

保证食品供给平稳，保证市民食

品安全。”乔吉飞肯定道。

1月20日，集中监管仓正

式开仓。本以为最难的筹备建

设阶段过去了，但没想到真正的

挑战才刚刚开始。开仓当天的

第一单“业务”，杨喆跟同事们就

遇到了拦路虎，根据测算，一天

预计能完成100吨作业量，因为

硬件设备不够完善、初期磨合不

到位、作业工人未适应等原因，

在第一天10个多小时的作业时

间内，仅仅完成了25吨。

作业效能只有预估的1/4，
这对此前已经做了多次预演的

专责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次不

小的打击。

临近年关，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的备货量大增，进口冷链食品

预约作业需求每日有 100多

吨。但是作业工人却又因为害

怕疫情，有的只工作了一两天，

便提出要提前返乡过年。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正处

在集中监管仓运行初期，一件又

一件急难情况，让专责组的工作

人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我

当时的心都已经提在嗓子眼，如

果因为现场作业效能跟不上，影

响了春节供给保障，后果不堪设

想。”集中监管仓专责组协调组

组长刘小祺回忆。

从刘小祺的话语中，也可以

想象得到，作为现场组组长的杨

喆当时肩膀上的责任有多重。

但是他没有一句怨言，面对每日

高负荷的运转，从不叫苦，也不

喊累，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组

长”，以一颗赤诚的心，带头防

“疫”。

作业工人因为初期不了解

情况，看到大家都穿着防护服作

业，难免紧张恐惧。杨喆带领现

场组连同疾控部门的专家，给作

业工人培训，逐一解答他们的

问题，大家的情绪逐渐稳定下

来。那时，他经常“白+黑”地

“泡”在集中监管仓现场，有时

独坐办公室，有时跟同事一起

“头脑风暴”，寻找症结、制定解

决方案，就连吃饭，都是匆匆扒

几口，便又一头扎进冷库，帮忙

对硬件机器进行调试，跟工人

进行沟通等。哪里卡住了脖

子，哪里影响了作业效率的提

升，杨喆就“钉”在哪里，直到把

问题各个击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连

续加班加点的奋战，在短短的几

天内，作业工人队伍逐渐稳定下

来，机械设备调试到位，作业流

程衔接逐步理顺，作业效能也随

之提升。一周后，集中监管仓作

业步入正轨。

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小

个专”党委专职副书记冯凤群介

绍，在监管仓专责组的共同努力

下，没有出现一批货物积压过夜，

所有进仓作业的货品，都是当日

入库，当日出库，确保高效周转，

保障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广大

群众的进口冷链食品购买需求。

如今，集中监管仓完成25吨的

作业，最快只需2到3小时。

南海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

因为建设标准高、运转效能高，

也成了多地的学习对象。

总结南海成为学习对象原

因，是因为集中监管仓专责组

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

在南海集中监管仓投入运

转不到一周时间的时候，杨喆

跟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冷库，

却感觉到眼睛不舒服，并发现

长时间在冷库内工作的工人也

出现不同程度的喉咙不适等状

况。于是他连忙跟同事一起进

行排查，最后发现是仓内通风

不畅，消毒药水不能顺利排出，

导致现场工作人员的身体感觉

不适。

守护群众安全的同时，也

必须保证自身的安全。针对如

何避免消毒药水对身体产生危

害，杨喆连夜与同事开展“头脑

风暴”：怎样才能不影响冷库温

度，同时又能保障通风？

他们加班加点反复推演，

提出5种方案，包括利用工业

风扇进行排雾；给消毒设备罩

上罩子，让它像抽油烟机一样，

向上排出挥发性刺激气体；将

其中一个卸货口改为通风口，

保障1小时内，冷库能够通风2
次等，最后综合考虑选择了将

一个卸货口改装为通风口，同

时为了不影响第二天作业，当

晚在方案定下后，立即组织施

工队伍通宵施工。

“不可否认，很多问题都是

前期筹备时无法预料到的，但

越是遇到问题，越不能自乱

阵脚，更不能退缩。”杨喆说：

“遇到问题，只有靠团队敢于

创新、共同探索，反复推演，

才可以真正见招拆招，解决

问题。”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春妹通讯员张一空 通讯员供图

发挥“创”的精神
见招拆招终制胜

“遇到问题，靠别人是解决不了的，只有靠自己创新探索”

无畏任务艰巨
服务人民不言怨

“认准对人民有利，对食品安全有利，对疫情防控有利的

事情，我们必须坚持做好”

■杨喆在仓外指挥大货车进场。

临危受命挑重担
17天建起集中监管仓

■杨喆和同事在监管仓内将进口冷链食品送到机器上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