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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速递资资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阳
市网信办获悉，洛阳市再次入选
新华网2014年度“全国城市与
县域网络形象排行榜”，并获得

“十佳城市奖”（综合奖），这也是
洛阳市第三年获此殊荣。

6月30日，新华网发布《全
国城市与县域网络形象报告
(2014)》和2014年度“全国城市

与县域网络形象排行榜”获奖榜
单。洛阳再次入选新华网2014
年度“全国城市与县域网络形象
排行榜”。据悉，这是新华网联
合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
研究所等单位，第四次发布年度

“全国城市网络形象排行榜”，也
是第二次发布“全国县域网络形
象排行榜”。

本报讯 昨日下午，记者从洛阳市洛龙
区夏季消防安全大检查会议获悉，其对落实

“网格精细化管理”做出了明确要求并制定
追责制度。

洛龙区区委常委、区长孙延文在会议中
表示，推进“网格精细化管理”重点是解决三
个层面的责任落实问题，即政府属地责任、
各行业部门的监管责任以及基层组织的主
体责任，在会议中均有明确要求。此外，孙
延文强调，严厉问责追究，例如凡工作不负
责、措施不落实、敷衍塞责的单位和个人，要
通过调整岗位等措施进行处理；凡发生较大
以上亡人火灾事故的，一律按照“四不放
过”原则，依法依纪追究领导责任和监管责
任，绝不姑息迁就。

会议要求洛龙区各镇、街道办立即组织
开展对居民住宅公共区域的排查、检查。

《报告》还指出了全市主要
规模以上企业在电子商务应用
上存在的问题。首先，去年洛
阳市有电子商务交易的企业
186家，比上年同期增加85家，
增长84.2%。但有电子商务交
易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
比重仅为4.6%，所占比例有待

于提高。
“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部

分企业还没有认识到电子商务
的重要性，另外，电子商务领域
的人才匮乏。”该负责人建议，
第一，政府应加强对电子商务
的宣传推广；第二，支持大型企
业探索建立具有行业知名度和

影响力的电商平台，带动行业
电子商务发展；第三，鼓励高校
和企业、行业协会共同参与电
子商务人才培养，探索电子商
务人才教育的产学结合模式。
此外，完善网上交易的信用评
价体系和风险警示机制，实现
电子商务有序发展十分重要。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阳市规划局获
悉，孟津县北部片区发展战略规划通过专家
组评审。

据了解，孟津县北部片区发展战略规划
由洛阳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
完成。规划期限为2015~2030年，其中近期
为2015~2020年。规划区东接巩义市，西连
孟津小浪底镇，南与平乐镇、送庄及偃师市
接壤，北跨黄河与孟州市及洛阳市吉利区交
界，全域总面积约217.2平方公里 。发展目
标为：建设成为黄河中下游沿线综合开发示
范点；洛阳市北部卫星城镇；孟津县副中心
城镇。近期目标：初步建成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的产城融合模式的示范片区。远
期目标：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达到60%，建设黄河中下游沿线综合
开发示范区，形成沿黄旅游经济带的形成。

记者了解到，洛阳市环保局
在3月开始对全市各县（市、区）
相关企业开展的环保大检查过
程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严重违
法行为。伊川县鹏展新型建材
厂、偃师市首阳山四方建材厂、
偃师市全兴空心砖厂、洛阳瑞得
拖拉机有限公司、洛阳同欣工贸
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被列入环

保黑名单管理。
王科长告诉记者，被实施黑

名单管理的企业，将被列为重点
监督对象。在环境违法行为纠
正之前，其相关环保行政许可和
环保专项资金申请将不被受理
和审批，同时其融资、评优评先、
政策性奖励等将被中止，以督促
企业纠正违法行为。

去年洛阳电商交易额增了一倍多
交易额达346.16亿元，其中销售额超270亿元，较往年增长94%

洛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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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昨日，洛阳
市统计局发布了《2014
年洛阳市电子商务交易
情况调查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对全市主要
规模以上企业利用电子
商务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去年，全市电子商务交易
额达 346.16 亿元，其
中，销售额为270.01亿
元，比上年增加130.81
亿元，增长94%。

此次调查对象包括规模以
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有资质的建筑业、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前者
为年销售额 2000 万元以上，后
者为年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上）、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营业
额 200 万元以上）、全部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以及规模以上服务
业法人单位（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上，或从业人员 50 人以

上），共涉及4000多个企业。
数字显示，去年，全市电子

商务交易额（即电子商务销售
额和采购额总和）达346.16亿
元，比上年增加176.48亿元，增
长 1.04 倍，其中，销售额为
270.01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加
130.81亿元，增长94%；采购额
为 76.15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加
45.67亿元，增长1.5倍。

“调查中，不少企业反映，

以往对外销售、采购，需派驻专
门的工作人员，有了电子商务，
大大节约了差旅费用及时间成
本。”洛阳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此外，调查中，工作人员还
发现，部分企业已开始搭建自
己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截至
去年底，全市的自营电子商务
交易平台实现销售和采购的企
业分别为14家和8家。

据调查，洛阳电子商务交
易活动已渗透到14个行业门类
中，《报告》也对重要行业进行
排名。去年，电子商务交易额
最大的为制造业，超227.42亿
元，占主要规模以上企业电子
商务交易总额的65.7%，除了积
极拓展新的销售、采购渠道外，

多批量采购、销售，也是其交易
额较大的原因之一。

此外，批发和零售业、建筑
业分别排名第二、第三。该负
责人分析认为，食品、服装等与
人们紧密相关的领域都属于批
发和零售业，洛阳已有不少商
家入驻淘宝、阿里巴巴；建筑业

中，很多企业通过网络实现采
购，所以这两大行业排名靠前。

从增速来看，去年，电子商
务交易额增长最快的是批发和
零售业，交易额超101.98亿元，
比上年增长22.04倍，排在其后
的依次为建筑业、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

数据 | 去年全市电商交易额增长1.04倍，达346.16亿元

排名 | 制造业电商交易额最多，批发和零售业增长最快

问题 |“触电”企业仅占调查总数的4.6%，比例有待提高

洛阳市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正在为客户发货

新《环保法》实施半年，洛阳共开出3017万余元罚单

6家企业
“按日连罚”共计1399万元

□记者 李彬 通讯员 杨红涛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阳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洛阳市环保
局）获悉，自今年1月1日起新《环保法》实施以来，截止到6月30
日，全市上半年共下达限期纠正违法行为通知书414起，立案处罚
环境违法案件279起，下达处罚决定251起，罚款3017万余元。其
中6家企业被实施了11次按日连续处罚，共计罚款1399万元，还
有3家企业涉及环境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按日连续处罚无上限，直至企业改正违法行为

4月16日，洛阳市孟津县执
法人员在对洛阳榕拓焦化有限
责任公司现场检查中，发现该企
业外排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浓
度是排放标准的0.5倍，并向该
企业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
行为决定书》，并进行罚款。5
月12日，执法人员复查时发现，
该企业外排污染物仍处于超标
状态。6月2日孟津县环保局开
出了按日连续处罚罚单，对该公
司拒不改正的行为实施按日连
续处罚：原处罚决定1万元，计
22天，共计罚款22万元。

洛阳市环保局政策法规科
王科长告诉记者，新环保法实施

按日连续处罚，原则上处罚无上
限，如果超标排污得不到纠正，
会以30天为一个周期，循环处
罚，直至企业改正违法行为。

王科长表示，截至6月 30
日，洛阳市全市环保系统共下达
限期纠正违法行为通知书414
起，立案处罚环境违法案件279
起，下达处罚决定251起，罚款
3017万余元。其中对洛玻集团
洛阳龙昊玻璃有限公司、洛阳榕
拓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洛阳义安
电力有限公司、万基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等6家超标、超总量排污
的违法企业实施了11次按日连
续处罚，共计罚款1399万元。

“干扰”数据监测，3家企业责任人被行政拘留

“此外，针对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四种环保
违法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
的，除依法律法规处罚外，还将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
他直接责任人移送公安机关实
施行政拘留。”王科长说。

据介绍，2015年以来，洛阳
环保系统向公安机关移送三起
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宜
阳县洛阳龙羽宜电有限公司涉
嫌干扰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致

使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不能正
常运行；偃师市污水处理厂稀释
排放的污染物故意干扰监测数
据；新安县洛新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的自动监控采样管线，被人为
由采样点移至盛有清水的铁桶
内采样。这三家企业不仅被经
济处罚，且3名责任人分别被处
以五日、十日的行政拘留。

王科长表示，下一步，洛阳
市环保部门将与公安、司法等部
门，加大查处力度。

实施黑名单管理，未改正之前不能评优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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