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隅泉市市場監督管理局
阿市監萄監画（2021）148号

美干持笈《山西省菊品監督管理局

美干解除暫停鯖偉過熱萄品管控措施通知）

的通知

各其（区）市場監督管理局、井笈区分局：

根据《山西省萄品監督管理局夫子解除暫信輔曾退熱萄

品管控措施通知》（音詩監（2021）7号）文件要求，自2021

年4月16日起，解除萄品寒色企並暫停只管退熱菊品的管

控措施，請各其（区）市場監管層状真領会工作要求，切実

傲好退熱萄品鏑曾信忠登記工作。

附件：《山西省菊品監督管理局夫子解除背信只管退熱

萄品管挫措施通知》（音詩監（2021）7号）



山西省萄品監督管理周文件

音詩監〔2021〕7号

山西省菊品監督管理局

美子解除暫停鞘偉退駄萄品管軽措施通知

各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祭政示苑区市場監督管理局：

板持《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別、組み公

豊美干解除暫停舗管退散菊島管控措砲的麦函》要求，功窓調整

疫情防控管控措施，切実傲好全省退熱菊島只管信忠登泥工作，

親裁有夫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自2021年4月16日起，解除全省第品零管企並暫借銭

偉退散第品管控措施。

二、全省菊島零停企並在舗偉過熱第品（砺執行晋疫情防控

赤函〔2021〕28号文件中日束）吋，位在山西政各三晋過小程序
“退散菊島舗停登竜信息系銃”中，対灼萄祐美信息遊行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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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保登混信息完整、真実、有数。

三、全省第品舗偉監測哨点菊店砺按前期工作要求，鎚壊対

除退散葵菊島外的止咳英、抗病毒英、抗菌奈美菊島鞘偉情況逆

行実施監測，実吋上倍数握，通有特殊情況第一吋岡上扱同級疫

情防控み。

四、各市及鋳政区局要加強監管，督促指専轄区菊島尊信企

也及吋注柳井使用退散菊島舗偉信息登記系銃，鶴保暫停退熱菊

島舗偉管控措施解除与退散菊島舗偉信息登妃工作先鋒街接，堅

決傲到成熟一家，放井一家。

五、各市及綜改医局受精対韓区内菊島零偉企並退散菊島舗

管信息整流工作的監督権杏，列八年度監笹工作重点，丸松査中

笈現不軌行登記舗停工作要求的，依法戸粛査処。

附件：1．山西政各三晋過小程序“退散菊島舗僅登記信息系

銃，，操作手相

2．菊島監督部日管堅炭使用子規

（主功公井）

ー　2　－

局



附件1

山西政第三普通中程序
“過熱萄品鏑嘗登記信忠系統”躁作手蜘

“、登泰中程序（含注柵及法人実名臥証）

1．登束

打井微信，通迂右上角捜索工具捜索“山西政各三普通”，逃

捧“捜一技山西政各三晋通”，在捜索集束中可以我到“山西政各

三晋通”中程序，点古后逃大小程序首頁，点古“我的”一“未登

束”逃入登束東面（遠軽法人登束）：
∴∴∴青 �〇三事－ ｝ ��懸鷲讃額擬態擁護 ������ 

、 � � � �：∴ �∴も：∴ － ��� ����∴∴†∴∵ 

属　‾ � � �田摩i田し∴∴∴∴∴ � �� �� 
∴∴一‘一∴÷∴ �������� 

．卑： ��翰薬種 ����� 

醒羅圏懸恐撥 � � ����� 
‥黙、 

葦蚕桑窪窮i∵椎寝業 

不良秘事　　　　　　　法人払書

誌三三°善幸言霊詰まを∴∴∴、ま喜烹霊　＿　，

総　　　　　　　　　　轄
黒※諒　　　　　　　　　　蒸篭

公募資源　　　　　　　一団証舟

却軍需‾　単語享辛∴∴∵i　肇繁華三十千書道掌

襲∴∴∴∴噸

坐楽観」脊一迫窒＿．　　惣雲箆態声　　　　墜落登適　　塾強運破還翰－

陣笠訊く：高“容：　　　　　　　　　　　　　　　　　　南濃1、へ遼－235

我的　　　　　　　　　　　　　　　ミ”・　⑥

撃 �．弓∴＼ノ ∴ �言∴ �‥““i”（‾‾‾i‘““’‾“‾‾藍藻繁務叢羅灘発露閣議覇 気∴■∴∴主「∴膏∴1－、、－、－∴高∴、 � 

曝露藤懸冨　　　擬騨1 
／緩綴顧蟻懸 

‾翠 �棄 まエ �：山西轡弛実弄轟愛安学卒港南一斉斗 �� 

看　百事鞋i店拭託転結－一筆撹建十倍塞渡．＿i 

輩 �　　　　　∵： 謡競闘閥　　一議轡 �� �・： � �露 

∴… � � 

耐雪墨　・．溌　－　　　　”5 � ���� 

ま、コ 湊 �騨i　　　譲撥擬態ii ���� 

美津騒霧

嚢経
理多

轟
暮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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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州‘㌔蘭で薫

く　聾豪

宮守雷撃藻：

遅番瞭l三雲亘主：重き

・・・　⑥

端主産本鰹離播種亀I薮一・社議書樋持竜馬

i鐙‡薯．な輩÷環蟄韻

繭噛醸翻∴∴∴∴∴室蘭
‾＿　　え∴i高

志記霊薄雪∴：産婦

2．注射

如果波布敗号的，甫点古“注肘”迭捧“法人注耕”逆行法

人炊号泣規：
ばBgt融MJ皿誓‡　　　　　　　　　　　　　　　　　　　　　撮学a粗班博史愛．拙

く　妻主抑　　　　　　　　　　　　　　　　　　・書・　⑧

叶∴人註嫌　　　　　！．i華卒輩畢叫

声≒予算：雲「（一馬エロエ寺≡′王手千三と二　烹奇抜＝妄言＝藍貴下薯諺慶）

態藍寧　堰－1捻1立．輩要撃、タをJt等三洋電・燥漫筆耗諒キミ的之泣き）

l蓮膏窮会し薮j㌦等某誌

三三苓1号

ゝ蒲璃小一．撲翻ヂ箪鯖EE銭

談を五三含量

藍醤葦．人手翻・葦成斎細さ喜陳i薫宅高輪）

£事事率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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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人臥う正

登果中程序后，点古“全人主頁，，，未玖近状窓下的用戸靖

点古“未玖近，，－“法人実名玖逓”，遊行法人臥近：
割田懸覿細　密軸翻案

・・・⑨
く　全人申強

遼隠醸韓彊鳴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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讃鰯闇騒擾溺懸 “饗醗 

ヽ 繁藤発議撥凝議艶麗謙鰹 ��� �滋麗 

1「「∴憶 ）一・ � � �� � � � 

∴　、イ ��糧－一撃鵜 �＿口憲恕∴ 

胴 �瀧寿籠窓 � 

∴‘綴灘欝躍騒璃 

※絡擬態競※畿発露議離愁 

懸怒※繋騒議翻聞 

一・穣鵡精‥ ��≡　離‾蓋 �一∴一康∴∴∴† ��� ���も＝／ノ 襲 、蕪（ � 

類義 ��善網霊 �綴 、 �′ � � ���� 

慾 � ��� ����．∴． 

滋＿i≡≡ � � � � � � ���� 
i緩蟻． � � � � � �∵ ��滋繋曇i謬 

篭舎人繕思

惑摸講義按定

離週繕衰



密計語調痢）書

く　婁名城証

稲一　法人英名扶駐
謹主 iriii　エーl

bよこ一　一　＿㌧二言言

逮尉灘時事∴∴睦　克郎融恕

・●・⑨　く　法人襲名凱漣

清遼謹窪地糞型

鴇蒋ふ重出名菰

濁輪鬼籍一社蓋繕霜鯖璃

蹟輸．緑差違醸ふ蛙護

講鶉ふ宝達繕憲末勢搬謹言罷

圏∴ 
藍墨塁

社団記録

軋善事悪書虜

嚢国璽

法人英名玖逓需逸捧相位的企亜美型（企並法人或全体工商

戸）、填写正桶的企並名称、鉱一社会信用代碑、法定代表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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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及法定代表人身倹逓号后点古提交印可完成玖近。

刃方便下次使用，建玖将山西政各三晋過小程膚収蔵在“我的

小程序”中，以后印可通通徹信“笈現”－“小程序”－“山西政各三普

通”快速遊大小程序。

二、過熱萄晶硝告信忠登妃

顧客灼異退焼英菊島吋，用戸点青首頁“通謀菊島舗偉登竜信

息”、耗播国中的“過熱菊島舗停登記信忠”或考古桂服各中的“退

散菊島舗停登記信忠”遊入糸鋸：

喜重言詰一票重電主‡エコ二、－着　主＿　＿　　　　　　　　　　ニ1㌢　量こここ　，b u二＿

怒輿頚重源
嬢的滞空斐唐桑弓子長芋要二重王事で

撃 � � � � � 

＼‘÷i寧誌，‾i子吉∴　　　“‾‾一子 

脚　　．騒溺頴溺綴議 

漣　　　　霜を起電謡幕隷i翻．　　　燕d憲一島忠事業室

匿三　　　　膏謹織軽薄

：：＿一一∴ � � � � � � � ��∴●－ � � � �費、〉 �4 

1㌦＿叫・ �鶏 �撥畿懸覇覇簿覇讃繋′艶謎澄 � � 

閑重要　瑳高音 ��� � � �欝登議騒・ 
・誉÷芋／三田蓑 � � ��� �愁票＿鶉議書題 

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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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古避人膚，甫松査萄店信息是否寺本菊店信忠一致，桶功

一政則勾逃“以上菊店信息寺本萄店信忠一致”，如寺本第倍信忠

不一致可修改神栄信息。点舌下一歩：

函軸l笠細聞

く　ccb＿郵坤

露企並聾軸患

窮境等聾唾蛙寄
鞠

挫義範一億席代
蒔

窮鼠籍雷拝瑠璃
翰寄

薄霞館義人

螺祭壇遊

金並新在市

金地漸窪隆義

績霞鼠義人鮭謡

厳達奥義束畦轄

瓶塗饗狙鷺監

・筆書　回

細　轟占“」事　後

議題　　　　　Sm

国書

二一　　一

〇〇

恵煤市

塙席題

○

○S O

瀞態以上鶉駐信忠事関経信恵一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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駆予審1滴註】亜魁！

＜∴C逗b＿app

雷漬迭鍔婆地勢模摸

重　重要ヨ1一二ら主

“●－　　く碧

嫡蜜溝的己∴∴∴∴∴∴手鞠腎遠景蛮瑳！

薬品自暴；香華董　　　　　　i瑞1室員管理

各注：系銃使用前露点古“舗管見管理”添加舗管見，具体

添加流程兄4．舗偉員管理

1．灼萄登混

糸鎌田前支持手工登沌灼第人信息，竜泉灼第人姓名、身倹

逓号、手机号和舗偉人貞姓名后点舌下一歩，鎧鎖登竜併灼異第

品信息。

笠　鍵鳥敬　譲醤

霧島∴∴∴∴∴季濯

嵩鷺強電‾∴∴与謝創盟約殴熟推測掛は

緊規電∴∴∴∴章討紅鞠i評目

頭寵丸薄∴∴藻三

孫畿

∴ii

章一　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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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II146画一

く　　　　過熱萄晶能管登記系窮　・・・⑤

さ勤務人情息

姓名

身恰証号

手枕早

さ萄店信忠

費店名鰍

筋蕾人員

窃店地址

さ駒実額晶

アトこ”‾●

十二二

14ぴi臨調瀞持9099

1†80墾098909

一つも璧祷薦

王武

太頗市遡津軽

未累那覇最

可逆拝“担碍現別菊島”担描包装上印制的商品条形碑，正常

情況下印可荻得咳菊島信息，核対菊島信息元堤后填寄畑実数畳

及菊島批号，担碍現則菊島失敗可逆捧“手劫添加菊島，，。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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鎧鎮増加共催菊島，按上述歩擬鎧鎮添加。

鴎寧酔諏寵

等髭吐岳館

薗癌電離

鞘蕾東員

欝暦髄址

肇蘭葉蘭晶

隠鳩護整理据

1tt　㊨

竪　園長　醒　H　　　怨讐

韻三

義輝執擁護墜

桑形弱　　　　　ま謹　告輝葦

薬品電赫

怒漉窮鼠登戸企
地番翻

薬品馳桂菜葦・

弱品艶写

窮境既繚

胸裏数量

包鶉蛍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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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 〟Sl14㊦彊i敵

く　　　　遮熟菊鹿籠琶登海系統　・・・‖㊥

菊店名櫛

鞘葺人員

努庸地址

篭闇雲欝晶

象形輯　　　122228344355

窮品名砥

蘇漣鶉愚生声盆
地名節

窮鼠批准文号

・は松警薗慶

喜登

哀願詩避輩匪

手劫輸入条形碍后，華来手机点古“換行”，安卓手机点古
“前任，，，系統将会計丸森形碍逆行現則。

核対信息元叢后，点古“提交登記信息，，按紐印可完成本次

登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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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等III等鉦禽

蕗藍虹韓日

車聖蘭譲あ緒墓

鰹電

臨調睦整彊一鞘

・・∴　宙

寧閏

鼻騎避雷　　　　　　　1釦輔菊酒噴油離鴬

葦凱睾　　　　　　　　　　　　講習質㌣牛津団

長諜替信忠

鱒蓄粟寅

襲覇扇艶

謙三

豊鶴芝草一荘斗縄

閲騒 �� 
† � 

令達：在登寵過程中笈現断簡管萄品在菊島信忠車重不到

吋，可在“菊島日東満車が中遊行菊島信忠鉾拝，詳細流稚児3．

菊島自乗滑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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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備倍う己果重荷

点古“舗停泊果査淘”，献玖亜示当天舗偉妃果，如需査淘

坊吏信息可逆捧起止日期后点古査鴇，査着席吏舗停泊乗：

11：28 ●“it46醗

く　　　　過熱露品鞘嘗登記泰琉　・・言③

邁韓日潮：謝封一鮭一雷　雲　塞漁上靴古語

鞘管的陶：　　翻君主04－璃湘：珊沌0

萄品名詔吉　　野鰻生藁螺件擬態

欝晶規格：　100舗喝櫨厳的粧

窮晶款愚；∴∴5

顧客

姓名：　　ニ野

手細雪；　189的B90989

輔替員

姓名：　　王武
手机号：　1899帳場的的

鞘筈的同：　　2舵手04－1400：彊0：00

窮晶名称：

窮鼠諷綿：　11鶴亀

菊品数壁：　2

願輩

姓名：∴∴隻脚喝

手枕号：　189的909900

揃箆最

姓名：　　率関
学親書：　1691艶90離海0

錨管内陶：　　2艦上04－1400：鮒．00

賓品名称：　籠韻宝憲腺軽駁擬

窮鼠規格：　‡㈱m砂粒粗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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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萄品目束清単

点古“菊島自乗清華”，可査看清単車的的併有菊島：

鴎軸団一部急

く　cc」app

測地き登載融3

・・・　③

薗晶竃蹄鱒用親日∴∴麗軸臆

窮鼠義範（適用者）：∴∴宴席珂毒離籍基覿

現時

室戸企亜垂称：　舞茸董萄聴健有限蛍司

批渡文写！∴∴園萄漣軍艦的前頭8

単性：∴∴霊

魂鴇：　　相島堪擬

築薄紅∴∴∴色艶的14荊鵬駆出

寄注：

萄晶童謡〔商用宮上∴∴惑廣

窮品名駒随用都：　纂芳竃艶鰻競片

豊平企並名称：　音韻督案太惑廣萄遊郭法

公郵

批准文書：　国萄経書擢朗2銅離

島便：∴∴怠

醜態ニ∴∴諸島

条璃：　　6934247軸的11

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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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舗停菊島在菊島信忠車重不到吋，可点古漸増遊行菊島信

息維押：
国華高空。周f桑　　　　　　　　　　　　　　　　　　　隠田！塵ご●木々）

く　ccb＿app　　　　　　　　　　　　・●・　③

填：脹額和

親：恕萄品憲符合嚢ij監局及福栄弓手漫規：涯，所墳…帳盤急

辞典喪、湛軸、膏数；奮則后架自負。

養子i我配縞摘顛連続摺朝田

孤雪Il津油禽

く　GCb＿apP

萄品名招く商用
名〉：

聾品名砲〔通用
名目

釜戸金地名称：

蹄醗女官：

親善：

親搭二

包装単純：

条砲：

蜜注：

1三

二ミニ1　　　‾

ヨ’　－‾　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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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菊島信息維押完成后，再通過舗停登竜功能完成本菊島舗

停登竜。

4．只管員管理

一介菊店有多名舗僅人員舗倍退焼笑菊島的，均可使用同一

法人簸号逆行登果，求人不同只管人員姓名印可。点古“舗管見

管理，，，可添加、捌除菊店舗停人員：

田平山笠勘案

‡ccb＿a即

斑都窪餌塩素

・・・　③

姓名：　　鑑三

手枕号：　て昌認認識333

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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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全省萄品零借金亜退駄菊品鯖偉信忠登記系統”

弱品監督管理局管理員使用手蜘

＊本手耕介錯的是“全省菊島零停企並退熱第品舗偉信息登

竜系統，，的后台管理功能（筒称后台系統），主要供各級第品監督

管理局管理員使用。与之相対的，述有一套前端微信中程序系銃

（筒称小程序），供各級萄店企並使用。

基本糸鋸同町連用千手机屠幕和PC屠幕。但由子居合系統

約数据東棟較大，因而建玖在PC上使用。

＊当遣暁子机屏幕吋，糸鋸薬草会折畳，部分内容隠蔵；而

当遺睨PC屠幕吋，併有内容都会毘示。

●　対千手机，哉園以iPhone8刃准（車庫幕，有数分薪

率為375＊667），其他手机（更大屏幕或更中居幕）並示梢有不同。

●　丸干PC机，系統頁面接中屏幕技量（即有数分競率カ

1024＊768），其他屠幕並示梢有不同。

＊　　　本　　系∴∴∴銃　　的　　図　　址　　カ

httpS：／／web．sxzwfw．gov．cn／yqbs／鵬dicine。系銃地址和使用方

式可能会更改，請以最新手柳刃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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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本市主要介舘系統的基本情況。

1．1系統部署

本系銃部署在政各云上，図線和服各器都依敷政各云提供支

持。而且，本系銃是一套実吋在銭系銃，不能商銭使用。当服脊

蕃或図線出現故障時，本系銃不能提供服各。

系銃中的身倹逓号加密存借，加密方式為掩碍和MD5碍：掩

碍用手並示，MD5碍用干査均。由子没有明碍記束身倹逓号，困

此糸鋸不能提供身倹逓号輸出功能。

1．2工作流程

萄店

1．3　系統数据

本系銃的最大雉点在干数据量的巨大，数量級迭到イ乙級，系

銃与）、1刃此遊行了催化。必須保逓逃大系銃的数据都是有数数措，

オ能保逓系鋸刃防疫工作服各戸生良好致果。

本糸鋸介鋸的数据包括以下五英：

1、各級菊島監督管理局；

2、菊島零停企並，即菊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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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過熱菊島；

4、零停竜泉；

5、冬美銃甘扱表及図表。

二、系銃使用

1．1系統入口

1．1．1系統地址

宜　接　在　測　蒐　蕃　車　輸　入　岡　址

https：／／web。SXZWf’W．gov．cn／yqbs／medicine。

芯 � � � � � � 

ヽ ヽ 薯 � � � �γ �‡ ÷＿ 一、 マゝ ヽ∴ � 

登 ヽ「 撫 � � � �∴† ぷ ∴子∴ �千 、㌧ 「し � 

竜雪辱壌 ��パオ � � � 

1．1．2登陪系統

在系統菜単中点古“登束，，，可以打井登果東面；登束成功

后，系銃薬草会相位政変，添加了“后台管理，，和“注鞘”両全

按紐，井且亜示“悠好，く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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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銃使用手机号和掩遁辞登院。カ了保証系銃安全，系銃

実行白老単制度，不在白名華中約手机号元法登院系銃。

諒享詰言霊；；詳言；詰遥 � �言言霊を霊証言 
：：籍輸叢場輸雑言・輸相場：雑‥－1一・一一∴鳶輩暴抒・・・‥言ー…・・∴‥′i・i・一・…・、‥…・・・‥、・・imi∴ 

…一言言∴∴∵言∵∴・∴・、ふ購・：・‥∴∵：∴・∵∴∴∵∵∴・∴∴：‥……言・：冨・一言‥ � 
・…‥一・……・‥－…‥………1…・…・……‥－‥‥i・・・…・・・…・‥雄一・一・‥ふ、…i・・ 

繋虹∴∵∵…士敵中

1．1．3注備

当在私人段各（加古用PC或そ用手机）上使用本系銃吋，

退出系統町立按美園測党器印可，不需要頻繁地注錦糸銃，以避

免下次打井系銃吋再次登院。但当在公用投各上使用本糸鋸吋，

建玖不要互撞美園測蒐器，而定点古“注舗”按組，以便真正退

出糸鋸。

点古“注舘，吋，系統会再次提醒用戸棚訳注錦。

特別注意：手机和也胸等攻各，以及操作系銃或測党器等歌

作，都可能会竜泉用戸名和密喝。本系銃的“注舗”功能只周東

八服各蕃上退出本系銃的登果，不影的没各或歌作的竜泉密碑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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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后台首頁

本系銃提供一介“后台筒型，，的東面，列出了菊監局可以使

用的併有功能。

登院成功后，系銃自劫跳特到居合首頁。如来已姿登院，需

要通辻点古系統菜単的“后台哲理，，按組逃入居台首貢。用戸可

以在任何頁面通辻此按鉦逃入唐台首頁。

含蓄覇「晶零蕾金地返照唱事晶籠蕾信忠董壷昌泰額充
（太贋演璃盟讃）

一一一　∴∴ � �∴∴∴∴∴ 

誰望郷挽 

穀姿盟曲尋竃華璽 � � 

1 � � 

1．2基砧数接管理

用手管埋葬監局、菊店、第品和舗停泊乗的数措。

1．2．1第監局管理

上坂町以管理下級菊監局的管理員。已名将“一開通，，中的

管理員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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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査看下級萄監局

在“后台管理，，頁南中，点古“下級菊監局管理，，。

芙千代碍字投的説明：

●代碍使用干排序，可自行修改。

●建玖使用4位数字縮碑，八0100井始。前丙佳代表地市，

后蹄位代表区去。

●カ了冬美板東格式一致，甫玖真填入代碑。

轟露頭「

太風声∴　三∴∴登澄綻

e　　　　　　頸最高　　　　努監局

5　　　　　　　菅裁甫　　　　窃盗局

？　　　　　　琶前古∴∴∴雪瑠璃

鳥　　　　　　海怒寄　　　韻登罵

9　　　　　　　脚1奇　　　　宿望居

組　　　　　　窒清華　　　弱輩局

11　　　　　　雪祭青　　　　賓塩屋

案敦宗諮匿∵∴∴凌騒罷

ユしこここil L＿。，。，一　一一i一＝－

高　調町議‾　　　　　田

寡国営

1．2．1．2編輯萄監局

点古“操作”按組下的“縮輯”，可以修改菊監局的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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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　　｛

回国

1．2．1．3管理萄監局的多介管理員

点古“操作”按組下的“管理員”，可以査肴、添加或修改

迭小菊監局的多年管理員。

i　軸警醒見残濫藤原市

i n
騎　鰍　イ　　親　　　　　書連　　　　銭陸

離　一整蟹　　　　　田

簑竃

幸手㌻誓言尋

1．2．2萄店管理

国二重 新高区員∴　馨∴馨　慈露露　語輩蕎諮僻遠 田園

㌢∴亘睡「∴享幸一軸鰯　驚高鷲㌢学業電撃繋志篭驚驚寧譜等灘
＿堪霧∴∴∴i帥鮒洲酬眼筋Y鳩　書経糊醐1理重　鯉羅鵠　呂翫 罵言区∴；雷照瀧　∵塾畢謹鶉

3　　　－心糞親書∴∴∴二　310馳駆1111111111　覇範　　等嶺 大慶市∴」∴亭海商

1、　各級菊監局不能跨轄区看到菊店；

2、　可看板据萄店名称或統一社会信用代碍査淘菊店；

3、　可以専八第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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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以編韓和測除菊店。

1．2．3菊島管理

鶉晶薩

田三三二二二二日田園

躍絹熟議．－　　　　艶聞席輔輔

1　2惣一糾‡忘霹萎　縮匪

繭鶉爛

‖髄棚輔　竃駆購青年言晴隠

牒醗瞬蓬覿‖藤吉饉擬瀧勘

灘輯I　　　隷鏑

事騙擬鰐　　騙端　　溺髄　鱗　鰯遅鶏鴎

昌輯醐醐謙∴違鮨年1脚蝿j　∴∴1∴謳　7継

饗髄鞘繊細醗鞠獅繊∵言上言∴陪頓　　　「∵翻

墟鑑整璧土壁麹鑑。　』

三、報奏功能

（本模扶可根結露求，男行添加）

3．1全省退熱萄品備倍超勢図

1、図表亜示在系鎌首頁，可以匿名看到；

2、銃廿的是全省15日内的数据；

ー　25　－



3、銃甘分叛率按日遊行；

4、由子坊同量大，后台数据30分卸側新一次，不是葵町

全省退熟萄規範書誌蔓勢識」土2021－ed一事3∴17：0却

4二7　　　4＿8∴∴∴4－9　　4－10∴∴4－11　　4－12　　4－13

数措。

3．2萄品備倍統計

通過“后台哲理”東面的“菊島舗管銃甘”逃入。

不同級別的菊監局只可以肴到自己轄区的銃打数掘。

萄品鱒昏簗う郎山西省薗豊国〉

刺閥蹄「封同調野　田婁和語
艶憩；∴豊島∴　∴淫誌

6∴∴孜治子04－12

羊i j藍湿せ紅梅

鄭構指頭　琶璃掃蕩言返避戟詩
曲虻∵∵嘗混∵∵ぜ減

署巽稲涛i匿毅示電匡
豊窮「∵∴∴講堂嵐

会議

0　　　　　6　　　　　28　　　　　0　　　　　6　　　　　0　　　　　　0　　　　　　　37

禽　　　　　e　　　　　ま　　　　　包　　　　　e Q Q s

e c～　　　　　d D O O O J－

0　　　　　　　9

寄　　　　　　　字

四、預警功能

系銃可以板持匹配規則遊行預馨。（本棟扶可板持需求，男

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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