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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由大河网主办的“2014 河
南网友喜爱的中秋食品评选”活动将于 8 月 5 日拉开帷幕。活动将
通过网友投票评选出消费者最喜爱的中秋食品“口碑”品牌和人气
单品。大河网将联合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河南省商业行业
协会、河南省餐饮行业协会、河南营养协会、河南省食品工业协会
的专家组成评审团，对中秋节期间广大消费者最为关注的月饼、食
材、饮料酒水等进行品鉴评选。此次活动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消费者可通过大河网、河南省政府门户网、大河论
坛、大河邦邦网、大河网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登载的调查问卷
参与投票，也可通过网上留言、微博微信回复
等形式对参选的中秋食品提出意见。此外，
大河网还将举办中秋食品品鉴会，邀请河南
省食品行业专家学者、微博达人、微信网友、
媒体同仁以及大河网知名网友等共同参与评
选。

对投票情况，将由专业人员对线上线下
结果进行统计，确保公证公平。投票结果将
于 8 月底公布。 （朱丽文）

2014河南网友喜爱的
中秋食品评选即将开启

网聚观点

微访谈

工作十多年 单位拒签合同
新乡市劳动监察大队责令限期整改

大河网网友“xinxiang”：我们是新乡市中心医院内科大楼配
电室的工作人员，已工作 10 多年了，但是医院至今没有跟我们签
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交过社保。

民声回复：新乡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回复称，经查网友反映问
题属实，该单位有 27 人未参加社会保险。目前已对其下达限期整
改指令书，经沟通和协调，责令新乡市现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 9
月份之前落实整改内容，为职工足额补齐拖欠的社会保险费，逾期
将依法处理。

春节补助为何不发了？
南阳市唐河县民政局称今年未下拨资金

大河网网友“山寨代表”：唐河县上屯乡 2014年农村低保户的
春节补助每人 200元，不知道为什么不发了？

民声回复：唐河县民政局回复称，自 2009 年以来，对城乡低保
户、五保户发放春节一次性临时生活补助，上级每次都下发文件并
下拨资金，但 2014 年上级没有下拨此项资金，因此唐河县全部城
乡低保户、五保户均未享受春节补助。

水泥厂噪音和粉尘污染严重
安阳市安阳县环保局称正在整改

大河网网友“三四年”：我家离安阳市湖波水泥厂有 230米远，
水泥厂每天噪音很大，让附近的居民无法入睡。粉尘和空气污染
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健康和正常生活。科泉马家路口至丁庄路
口的水泥路，也被水泥厂超载的大货车轧的支离破碎，白天是粉尘
飞扬，雨天就变成了“鱼塘”。

民声回复：安阳县环境保护局回复称，经查，该公司项目按照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内容开工建设，各项环保设施、设备与主体
工程同时进行设计和建设。目前，公司正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尽
量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公司负责人也表示将配合工作组做好
与群众的沟通协调工作。安阳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多部门联合组成
的工作组，已派专人挨家挨户调查了解有关情况，并正在制定实施
方案，以尽快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村民私填坝堤 坑塘难蓄水
驻马店市遂平县嵖岈山镇称近期修复

大河网网友“自然堂”：我们是遂平县嵖岈山镇鲍庄村小马庄
村民，因村民秦某某私自把小湾沟坝堤用钩机钩平，让原本蓄水的
坑塘无法蓄水，影响到群众抗旱、浇地。希望政府尽快给群众解决
问题，把坝堤恢复。

民声回复：遂平县嵖岈山镇人民政府回复称，经查,1992年鲍庄
村民秦某某承包了该村小马庄自然村交界的小湾沟坝，该坝原蓄水
面积约 11 亩。承包期间，因多年洪水冲积，小湾沟坝逐渐淤平。
2011 年，秦某某私自钩平小湾沟坝堤。镇政府于 2011 年 6 月要求
其恢复小湾沟坝堤。经镇政府与县国土部门协调，将小湾沟坝复建
工程纳入土地整理项目规划，目前规划已审定，计划近期开工。

（本栏目主持人 张 磊）

海关监管跨境电商，“朋友圈”海外代购将受严重打击，网友
建议“正规军”借势发展——

发展跨境电商 咱河南有优势
□本报记者 亢 楠

“剑指‘黑代购’，让我们这些不经常出国又有‘海淘’需求的人感到很解气。”8 月 1 日，网友们在获悉海关总署拟监管
“朋友圈海外代购”的消息后，纷纷发微博表示支持。不少网友认为，“海淘”已成为一种购物时尚，正规跨境电商市场很
大，河南拥有“中欧铁路”、“郑州航空港”等众多优势，做大做强跨境电商时机已经成熟。

据报道，从 8 月 1 日开始，海关总署《关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境货物、物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正式实施，这项新
规将对通过电商渠道交易的进口商品实施重点监管。个人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进口商品，应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境物品申报清单》。“朋友圈海外代购”未来可被视为走私，遭举报后或将受处罚。

点击事实：“大家要注意自己的个人信用
了，以后找工作、办贷款，甚至租房子，都可能需
要提供个人信用报告。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这事儿可不能大意了，不然吃亏的是自己！”8
月 1日，大河网网友“天亮说晚安”在大河论坛
上的发帖再度引发网友对个人信用的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方面近日宣
布，我省开通互联网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查询服务，身份证号码前两位为“41”的居民
使用本人身份证号，成功注册并激活后，就能
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互联网个人信用
信息服务平台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究竟哪些
事情会影响到个人信用？又如何保证自己

“身家清白”呢？

个人信用查询服务终于进河南了

大河网网友“随影独舞”：个人信用查询

服务终于进河南了。我老爸在银
行上班，经常听他说有人欠贷款
不还，后来才知道此人之前在其
他银行也出现过类似情况。要是
有了个人信用体系，他想贷款那
肯定是难如登天。

大河网网友“侠之小者”：建立个人信用
体系，对我们这些奉公守法的人是件好事，少
了“老赖们”的竞争，我们贷款或许会更容易。

大河网网友“美丽忘忧草”：从小偷针，长
大偷金。个人信用体系让年轻人懂得信用的
重要，以后来到社会就能更好地遵循法则，不
至于深陷囹圄后才追悔莫及。

大河网网友“庭院深深深几许”：建议从
小学就开始注重个人信用的教育，培养孩子
们正确的价值观。

我的信用咋样了？

大河网网友“娅桐”：以前那些满不在乎
的事儿以后千万要注意，别拿个人信用不当
回事儿。我以前用联通的 3G，等停机欠费了
才换。现在想来真心后悔，我还没买房子呢，
会不会影响到贷款呢？

大河网网友“琪琪好姐妹”：哇，不会吧，
我经常被催缴水电费，有一次因为出差还被
拆了电表。完了，我的个人信用估计已经受
影响了。

大河网网友“金兵甲”：悲催，我去年因为
忘记银行卡上余额不足，导致扣房贷的时候
不够。本想反正已经买房了，不需要贷款了，
现在才想到，我还要贷款买车呢！

大河网网友“精绝古城客”：我之前弄丢过
身份证，因没有及时挂失，所以被人冒用。虽
然后来事情解决，但不知道会不会还有记录。

自己的信用需自己操心

大河网网友“国产珊瑚虫”：以前我也总
是忘记还款，后来为了提醒自己，我在手机上
设置了好几个提醒，到还款日前几天就会自
动提醒。

大河网网友“梦里花开落几朵”：信用受
损都是自己不操心。只要你开通短信提醒，
银行会不停地催促你还款，只要你重视起来，
及时把款还了，肯定不会逾期。

大河网网友“剪水作花”：网络时代还用
脑子记？信用卡设置个自动还款，手机设置

个“永不停机”自动充费，水电费也可以在网
上缴。稍微注重点个人信用，我想都不会有
太大问题。

大河网网友“岁月不留痕”：不做中不做
保，一定要记住这点，要是你替人担保，但那
人却不还款，账可是要算在你头上的。

延伸阅读

七种行为容易影响个人信用

信用卡透支消费没有按时还款而产生逾
期记录。

按揭贷款没有按期还款而产生逾期记
录。

按揭贷款、消费贷款等贷款的利率上调
后，仍按原金额支付“月供”而产生的欠息逾
期等。

为第三方提供担保时，第三方没有按时
偿还贷款。

手机号停用，没有办理相关手续，因欠月
租费而形成逾期，也会造成不良记录。

被别人冒用身份证或身份证复印件产生
信用卡欠费记录。

水电气费逾期不交或拖欠滞纳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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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开通互联网个人信用信息查询服务引网友热议

别拿个人信用不当回事儿
□本报记者 贺心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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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如花小会计：我的“朋友圈”都快被广告刷“爆”
了，但他们从不让我买。因为一半是假货，一半是水货，质量
根本没有保障。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会被人举报，走私的
罪名可不小啊。

@佳佳花花：我就被自己高中同学骗过，买了一套香
奈儿的化妆品，后来到网站上一查才知道，这东西好几年前
都停产了，即便有，那也早过期了。我要奉劝各位行骗者一
句，你欺骗的可都是信任你的人，这不仅仅是以后会不会再

信任的事，而是会不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zzidapp1990：朋友圈里的代购，我认为几乎都是假

的，有的甚至业余到把小票的产品都写错。所以，打掉黑代
购不但有益于国家，更有益于我们这些消费者。

@天下 sin高达：对于我们这些喜欢“海淘”却又不能
经常出国的人，正规的跨境电商才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
择。这条新规将打掉这些非法代购陷阱，让我们有一个良
好的“海淘”环境，同时也是对跨境电商的大力支持！

嘉宾：河南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 张苏丰
主持人：焦点网谈
地点：微信公众平台

焦点网谈：河南在跨境电商方面的发展现状如何？
嘉宾张苏丰：2013 年可以说是河南电子商务发展的

真正“元年”。河南省从政府到社会到舆论氛围都把关注点
集中到了电子商务。河南电子商务在食品、服装、制造等行
业的电商发展比较迅速，也涌现出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的品
牌。

2013 年郑州获批成为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
市。在当时，郑州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利用综合保税监管场
所进行试点的城市。郑州跨境电商目前是全国试点城市中
系统发展最快的，客户依赖最多样化，业务量也是最多的。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5 月 10 日到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考察
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项目后，对郑州跨境电商
提出“买全球、卖全球”的殷切希望。

焦点网谈：您觉得这项举措会对我省跨境电商发展带来
什么影响？

嘉宾张苏丰：海关总署 56 号文明确了监管的原则，是
一个大框架的原则，谁都不能跳出这个框，是对前段时间电
子商务跨境试点进行的总结梳理，文件明确了跨境电子商
务的合法地位，强调后续口岸海关对电商需要进行系统监
管的思路，这意味着跨境电子商务将从试点走向推广。但
随后发布的 57 号文又进一步明确了试点的范围，增设了监
管方式代码，表示了海关对跨境保税模式的肯定。应该说
在全国跨境电商从试点走向推广的过程中，河南保税仓储
的跨境模式还有一个较长的自由发展机会。

焦点网谈：我省在发展跨境电商方面有哪些优势？
嘉宾张苏丰：郑州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新亚欧

大陆桥上的重要经济中心，未来还将成为全国普通铁路和
高速铁路网中唯一的“双十字”中心，河南跨境电商将具有
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河南跨境电商日趋成熟，将有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河南投资。

没有跨境电商之前，河南出去的货多，回来的少。有跨
境电商后，回来的货可以通过飞机进来，运输成本大大降
低。郑州是跨境电商试点市，通过系统直连，商家和个人通
关申报可以直接完成。国内消费者网上下单后，直接从保
税物流中心的仓库里发货，不但节省报关、物流等成本，而
且大大缩短了消费者等货的时间。

国际批量进出口货物通过航空物流向河南集聚中转，
还可以提升河南航空港的国际中转物流配送能力，助推河
南航空港的跨境航空物流的发展。今后，世界各地的优质
商品将可通过河南跨境电商企业发往全国，国内商品也可
通过河南跨境电商企业发往全世界，河南有望成为全国重
要的跨境电子贸易集散地。

“海外代购”一般会存在哪些法律风险呢？如
果被“黑代购”欺骗又如何进行维权呢？8 月 3 日，
焦点网谈记者就此采访了河南有道律师事务所马
伟律师。他认为，代购者首先涉嫌走私犯罪。严格
地 说 ，按 照 海 关 规 定 ，海 外 代 购 应 当 进 行 纳 税 申
报，拒不申报、偷逃关税属于违法行为。对于大规
模的、职业化的、大额的代购行为，根据刑法相关
规定，应当以走私犯罪处理。对于代购中最常见的
普通货物、物品，是否涉嫌犯罪，应视偷逃应缴关
税税款的额度而定，5 万元以下走私行为被视为行
政违法，处以行政罚款或者吊销营业证照。如果超
过 5 万元，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二次行政处罚后
又走私的，可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此外，
如果并非是从海外代购，而是用假货冒充，那么就
是民法上所说的欺诈，情节较轻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 门 给 予 罚 款 、吊 销 营 业 执 照 等 处 罚 ，情 节 严 重
的，会追究其刑事责任。

马伟说：“如果买到的是假货，网友可先跟代购者
或该代购网店协商解决。如无法达成共识，网友可向
该代购网店的交易平台进行投诉，或者持相关代购凭
据，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诉，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解决。”

河南跨境电商前景广阔

规范“朋友圈”代购，是对跨境电商的大力支持

大河网网友“江蓓蓓小叮当”：打掉微信圈这些假冒的
海外代购，对正规跨境电商应该是利好消息。河南是电子
商务大省，应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跨境电商做大做强。

大河网网友“云水1988”：阿里巴巴河南产业带、淘宝
特色河南馆陆续上线，豫货网集聚企业 1000 余家、名优特
产品 3100 多种……这都说明河南发展跨境电商的好时期
已经到来。

大河网网友“霍兰剪刀手”：看咱河南电子商务发展势
头多猛啊，中华粮网已成为全国粮食行业最大的网上交易
平台，世界工厂网发展成为国内第四大 B2B电子商务平台，

企汇网、中国制造交易网等客户数量每年都有大幅增长。
大河网网友“冷月葬花魂”：咱发展跨境电商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交通优势自然不用说，一些大的互联网企业落户
河南，也给我省发展跨境电商提供了技术条件。未来河南
要是有了“自贸区”，那一定能竞争中部地区跨境电商的龙
头老大。

大河网网友“App里的三姐姐”：从我无数次“海淘”无
数次被骗就能看出，河南人对海外购物的热情很高，要是河
南把跨境电商搞大，说不定以后就不是“江浙沪包邮”，而是

“中部六省包邮”啦！

发展跨境电商，咱河南大有潜力

律师说法

“代购”有风险 参与需谨慎

点击事实

扫二维码登
录大河论坛参与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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