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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上门摸排问题
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月中旬，在企业陆续开始复工复产之时，金融
服务小分队率先启动对31家上市培育企业的重点
走访，摸排问题，雪中送炭。其中，浙江华鹰控股集
团公司因疫情影响产品交付，资金流转受困，更为5
月份即将要投产的新项目担忧。

小分队工作人员开门见山，第一时间按照“惠
企十条”政策要求，组织银行精准对接服务，帮助华
鹰赛艇实现资金周转顺畅。尤其是针对企业上市
计划，不仅对接相关券商上门沟通，更是针对上市
相关注意事项进行再三辅导、提醒。“到后来几乎都
不用我们去反映问题了，小分队工作人员会按时间
节点提醒银行来和我们对接。可以说是把服务送
到我们心坎里，为接下来进一步开展‘双抢双增’吃
下了定心丸。”企业相关负责人欣喜地表示。

为更好地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将“惠企十
条”政策精神落到实处，区金融办金融服务小分队
全方位畅通企业政策咨询，高频次实地走访乡镇、
企业，带回一线企业最迫切的融资需求并加以破
解，华鹰赛艇便是他们深入对接的其中一站。

随着系列服务举措的深入推进，小分队成员、
区金融办资本市场科科室负责人章文楼的手机和
座机就成了企业融资服务“热线”，24 小时机不离
手，电话、微信、短信频频“闪现”，都是来自生产一
线的企业求助信息。对于每一条信息，章文楼都会

尽快进行分析、归类，发送到银行行长群，在最短周
期内带着银行工作人员上门，面对面解决。

“手头求助电话多，说明企业信得过，也说明我
们的一系列举措真正帮到了企业。”章文楼说，“接
下来，为了更进一步帮助企业抢工期，我们的服务
还需抢时间，实现企业融资落地提速，在特殊时期
持续推进富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高效微信融资平台上线
实现政府服务与企业需求同频共振

尽管“一支金融服务小分队，一条服务热线”已
经能够满足很多企业的实际需求，但是章文楼认为
运作效率还有可提升空间：“比如说，部分通过电话
回访形式采集来的数据并不完整，现场记录的文字
信息需要后期整理，中间环节一多，无形中增加了
企业的等待时间。”

为此，区金融办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打造企
业“融资需求”专栏。相比电话回访和面对面记录，
微信平台在数据收集方面更精准、更完整。企业工
作人员可自主点击进入“融资需求”专栏，按照提示
上报申请融资信息、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从事行业、
主要经济指标、资金需求、已融资情况等，相当于将
银行申请融资程序大幅前置。

对于企业线上提交的融资需求信息，区金融办
工作人员会在半个工作日内完成统计、整理，大大
提升“中转对接服务”效率。同样，对于银行来说，

通过“融资需求”数据库可以一览企业财务报表、资
产状况、企业负债情况等关键信息，也可以高效判
别目标群体，进而可以自主联系企业，缩减审批时
间，及早授信放款，让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

杭州昂顺贸易有限公司近期急需一笔抵押贷
款，需要企业负责人亲自办理。但该负责人身在泰
国，不回来事情难办，回来又担心隔离14天耽误经
营。这个时候，富阳金融服务小分队推荐的“融资
需求”专栏就派上用场，线上操作，一步到位，目前
已经获得授信500万元。这位负责人高兴地“手动
点赞”：“小分队服务人员是真的知道我们企业要什
么。”

据了解，在“融资专栏”开设的十多天里，凭借
更短的环节、更省的流程，实现了政府服务与企业

“双抢双增”同频共振。目前，已累计收到近百家企
业的融资需求，并成功撮合融资金额2亿多元。

多家银行联合解难题
“一企一策”给企业注入强心剂

服务企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总是寄希望于
一蹴而就，更应该注重全流程把控，保障每一个环
节的服务质量。每次企业金融需求对接到具体银
行之后，区金融办服务人员仍会围绕企业“连轴
转”，通过连续回访阶段性确认进度，随时协调，排
解各类突发问题，确保银行机构制定“一企一策”方

案能够顺利落地，不让资金问题拖住企业生产的后
腿。

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区金融办联合
多部门及时推出了五大金融行业性政策和涉及29
家银行机构的特色信贷惠企政策，多力齐发，笃行
实干，酌情开辟绿色通道，迅速解决融资难题，把金
融“活水”引向企业推进“双抢双增”需要的每一个
地方。

精准灌输强支持，每一笔金融保障堪称“强心
剂”。区金融办鼓励各银行机构积极向上争取各类
优惠政策，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为防疫重
点保障企业发放应急贷款、专项贷款等。截至目
前，区金融办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已协助企业获
得融资6亿多元。同时，对于受疫情影响遇到暂时
困难的企业，区金融办引导各银行机构根据具体情
况采取了下调利率、减免逾期利息等措施予以帮
扶。

区金融办负责人表示：“为了坚定企业复工复
产的信心，帮助企业把疫情造成的损失抢回来，我
们愿意担当起银企互联共通的桥梁，层层剥离银企
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政银企三方共进退、同担
当。”

接下来，银行机构将在把控好金融风险的同
时，勇挑重担，主动把企业最需要的资金送上门。
相信当下的“雪中送炭”，必将结出来日的产业硕
果，更将为日后建立起长效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体制
机制打造鲜活的样本。

区金融办：

政银企搭起连心桥 协同推进“双抢双增”
线上融资专区服务地方企业近百家，帮助企业融资2亿多元

记者 王利婷 通讯员 何君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这个突破严寒的春天更值得珍惜。当前，富阳在全区企业中推开“双抢双增”大比武竞赛活动，区金融办一头连接着企业，一头连接着金融机构，积
极通过“双向对接双向扶持”，汇集金融“活水”帮助企业“抢工期、抢时间，增产量、增效益”。

为了让企业融资需求在24小时有回应，落地金融服务在5个工作日有反馈，金融机构在第一时间精准“浇灌”无障碍，区金融办服务“铁军”特别推出“三个一”：一支金融
服务小分队，一条24小时服务热线，一个线上融资专区，实现线上、线下随时联动，“一对一、点对点”靶向精准服务，搭建起政银企“连心桥”，让企业感受到满满的获得感。

今年 2 月初，富阳警方获悉线索
后，立即开展侦查工作。经过一个多月
的研判分析，初步查明该犯罪团伙涉案
人员、组织架构、运作模式及大致活动
区域。

3 月 19 日，办案民警奔赴各个窝

点，成功将杨某等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抓获。其余的嫌疑人迫于警方压力也
陆续投案自首。

截至目前，已有 20 名嫌疑人因涉
嫌开设赌场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其余 30 余名嫌疑人也逐步归案

中。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民警提醒，网络赌博，一头是居心

叵测的庄家，一头是任人摆布的赌客，
往往不需太长时间，后者就能倾家荡
产。沉迷网络赌博不仅影响自己，还会
影响身边亲友，请市民勿存侥幸心理。

参赌人数数万
一网络赌博平台被端

后台通过程序控制输赢的比例
赢多了让他输，输多了就让他赢

通讯员 张华记者 张柳静

疫情期间宅在家中，有些人迷上了网络赌博，一些网络赌博平台也随之“生意”做

大了。

近日，富阳警方派出精干警力，兵分7路，赴绍兴嵊州、新昌等地，抓捕“畅X游戏”

平台负责人、管理人员、代理人员等，截至目前，已有20名涉案人员落网。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陈玉兰）
“谁能帮帮我们？我们打过昆明110、杭州
110及通过各种公开电话、网上投诉，但都
没能解决好这件事。”近日，云南昆明的张
先生通过全国315平台向富阳区市场监管
局投诉杭州某物流公司。

张先生说，他女儿在富阳大象画室学
习，后因疫情影响，学校不开课，女儿便决
定先回家。2月4日，她经朋友介绍，通过
微信联系上一家物流公司，想托运100公
斤左右的物品。当时微信中约定3.5元每
公斤。“物流公司上门拉走物品后，就再也
没联系我女儿，也不知道实际重量和所需
支付钱款。”张先生与女儿反复用微信、电
话联系，但均未能联系上该物流公司工作
人员。

直到2月28日，张先生接到了昆明某
物流公司的取件通知，短信中注明支付
1500元才能领取货物。次日，张先生按原
先约定价格上门取货，但被昆明某物流公
司拒绝。无奈下，张先生报警。警方了解
情况后，建议张先生将钱款先支付给昆明
这家物流公司，待两家物流公司协商后，
再根据协商结果支付合理物流费。张先
生认为收费不合理，不能支付，遂又通过
其他渠道投诉。

区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中心主任金
平发现这起投诉不管是区域管辖还是行
业管辖均不属于富阳市场监管部门受理
的范围。“区域管辖来说，应该属于淳安市
场监管局，因为托运的物流公司注册地在
那边；行业管辖来说，应该属于邮政部门
处理。”但考虑到消费者多渠道投诉都不
能解决，金平决定帮张先生试着调解。金
平说这一决定并不冲动，按张先生手上已

有的证据，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
金平先电话联系了张先生，张先生表

示1500元物流费用是约定费用的数倍，他
们不能够接受，但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又不
接电话，事情一直僵持着。因托运物品里
有张先生女儿的高考用书，他希望能尽快
得到解决，让女儿能早点复习。金平又查
询了物流公司信息，发现张先生女儿提供
的业务员电话就是该物流公司的法人电
话。金平拨通物流公司负责人电话，该负
责人说，先是通过其他人把东西运到淳
安，后来受疫情影响，通过其他物流公司
把东西运到昆明，也需向其他公司支付费
用。“我们也是不容易的啊。”他决定退让
一步，愿意承担其中的500元费用，要求张
先生支付1000元。

这一方案，张先生也不同意，他坚持
按约定价格付款。一个下午，金平给双方
打了10个电话，特别从明码标价、消费者
知情权与选择权、价外加价涉嫌违法等法
律角度出发向物流公司负责人解释，最终
该负责人同意张先生支付500元费用，其
余的自己承担。

金平认为，这次调解之所以能成功，
是因为张先生的女儿保存了当时约定价
格的微信记录。

区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中心提醒消
费者，在通过物流、快递邮寄物品时，要选
择相关资质证照齐全的快递、物流公司，
注意其服务质量、社会信誉等方面口碑是
否较好。消费者寄出物品后要妥善保管
相关凭证，凭证填写必须完整，并有快递、
物流公司名称和盖章，如通过网上交易
的，应保存好电子记录和截图，以备事后
维权。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蔡梦生）
家住春江街道的郭大姐觉得最近自己很倒
霉，去田里干活，电瓶车竟被醉汉骑走了。
好在民警帮忙找回了，只是，这车已经变得

“面目全非”。
郭大姐那天去田里干活，电瓶车停在

路边，忘记拔钥匙了。半个小时后，她干完
农活出来，发现电瓶车不见了，于是打电话
报警。

就在城南派出所民警到现场查看情况
时，场口派出所打来电话，说在场口发现一
辆电瓶车，车牌号一查，是郭大姐登记过
的。

电瓶车怎么会跑到场口去了？郭大姐
有些诧异。在民警的带领下，郭大姐赶到
场口，看到停在路边电瓶车时，郭大姐惊呆
了，“妈呀，才1个小时，怎么就这样了！”这

辆电瓶车从车轮到车头，从车身到车尾，都
沾满泥巴，像从泥坑里拎出来的一样。

原来，就在郭大姐在田里干活时，一个
醉汉经过，看到电瓶车没拔钥匙，就爬上了
车，沿着新中线一路飙车。因为醉酒脑袋
昏沉，中间可能掉进了泥坑，导致电瓶车上
都是泥。后来，他又继续骑行，到了场口中
埠路段时，酒劲发作摔倒在地，直接躺在地
上，睡着了。

有群众路过，报了警。场口派出所民
警到现场一查，发现电瓶车的主人是郭女
士，便打电话询问情况。

虽说有些倒霉，不过好在损失不大，电
瓶车除了脏了点，没太大破损，郭大姐感谢
民警后，将车骑回了家。

民警调查发现，醉汉姓叶，是义乌人，
今年39岁。因盗窃，叶某被行政拘留。

每公斤3.5元 邮寄100公斤
到货支付时为何要1500元？

区市场监管局提醒：
网上交易，一定要保存好电子记录和截图

春江丢的电瓶车 1小时后出现在场口……

以陈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注册了浙
江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了“畅X
游戏”“闲 X 娱乐”“天 X 十三水”等多
个游戏平台。

以“畅 X 游戏”平台为例，玩家主

要以“十三水”和“八张”的游戏形式开
展赌博活动。

实际上，这种游戏是被暗箱操作
的。担任该团伙技术管理的营某交
代，平台可以控制输赢结果。他说，这

种游戏可以通过程序控制输赢的比
例。针对个人，为了刺激玩家赌博，赢
多了就让他输，输多了就让他赢。

据警方调查，这些游戏平台运行
至今，涉案资金高达700余万元。

涉案资金700余万元

裘某是富阳人，今年1月份看到有
人在朋友圈发一款“畅 X 游戏”，便下
载，玩了起来。

这款“畅 X 游戏”，通过一种成为
代理的推广方式疯狂扩张人数，参赌
人员可以邀请其他人，只要拉人进入

游戏中，便可以成为代理。参赌人员
如果使用代理的推广码充值，代理就
可以获得相应提成。

了解该游戏平台的操作模式后，
裘某为得到额外收益，大肆在各大论
坛及朋友圈内疯狂转发推广信息。就

这样，这个游戏平台通过“裂变”方式
发展参赌人员，再把参赌人员发展成
代理，代理再发展参赌人员。从当初
的几千人，几个月就翻成了数万人。

发展“下线”速度惊人

警方出击，端掉犯罪团伙

赌博平台界面截图 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