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财经关注

为进一步深化“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鲁山县审计局全局党员干部
坚持每周六上午前往马楼乡绰楼村
开展“大走访、大宣讲、大扶贫、大见
效”活动，把扶贫审计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来抓，采取“帮扶为主、救助为
辅”的方法真心实意地帮助村民脱
贫致富。

该局党员干部走村入户，积极与
帮扶对象沟通，仔细梳理记录他们的

实际困难及诉求，详细介绍党的十九
大关于脱贫攻坚和涉及“三农”问题的
新精神、新政策，通过走访调研，找准
症结，采取有力措施补齐短板，全力以
赴完成脱贫攻坚工作任务。据了解，
驻村工作队同志和绰楼村两委协作推
进“六改一增”、扶贫车间等重点项目
的建设工作，并积极与返乡创业青年
接洽，力争早日实现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实现家门口就业。 （刘哲）

鲁山县审计局：精准扶贫惠民生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审计机关
开展“讲政治、严纪律、强作风、促提
升”集中学习教育活动，许昌市建安
区审计局坚持以活动方案为行动指
南，以自身实际为出发点，全力打造
政治强、业务精、作风优、纪律严的
审计铁军。

据了解，该局从强化领导，精准
分工；强化督导，精准落实；强化宣
传，精准引导等方面入手，营造审计

机关风清气正、团结和谐、干事创业、
尽职尽责的良好氛围，以集中学习教
育活动的实际成效，促进党的建设和
业务建设“融合抓、双提升”，推动审
计工作再上新台阶。 （贾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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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建安区审计局
“三强三精”推进工作再上新台阶

□张建武

近期，由河南省工商局主办、冀苏
鲁豫皖五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参与的，反
不正当竞争执法协作第三次会议在鹿
邑县召开。国家工商总局竞争执法局
副局长桑林到会致贺并对新修订的《反
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讲解。省工商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雷生云及冀苏鲁皖四省
工商局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雷生云在致辞中首先对与会的各
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
在国家工商总局和河南省委、省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河南工商管理系统确立了
把推进改革作为“第一根本”，把加强管
理作为“第一责任”，把服务发展作为

“第一要务”，把狠抓落实作为“第一动

力”的工作理念。提出
以开展工商业务创新
年、行政执法加强年、信
息化建设提升年、作风
纪律整顿年活动为抓手，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主线，
围绕“放的更宽、管的更
好、服的更优”，切实把竞
争执法工作摆在突出位
置，聚焦问题，突出重点，
集中攻坚。大要案件查
办取得新突破，专项执法
行动取得新成绩，反不正当竞争领域取
得新拓展，竞争执法水平取得新提升。

雷生云提出，河南工商系统将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
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充分发挥五省执法

联动平台作用，加强与兄弟省份交流，取
长补短，深化合作，推动区域内竞争执法
工作整体提升，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新贡献。

会上，鹿邑县政府总结交流了该县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经验。鹿邑县持续
实施“产业兴城、文化立县”发展战略，
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克难攻坚、务实重
干，全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断取得
新突破。鹿邑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
进一步加大执法维权力度，扩大维权惠
民受益面，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
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会上，冀苏鲁豫皖五省工商部门交
流了执法办案工作情况，分享了执法经
验和执法成果，并就共同关注的竞争执
法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交流。辅仁药
业集团、双汇集团相关负责人先后发
言。河南省各省辖市、直管县（市）工商
管理系统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冀苏鲁豫皖五省

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协作会议召开

今年以来，沈丘县工商局以商事制
度改革和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线，认真落
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要求。优化了营商环境，激发了市场
活力，促进了经济发展。

从市场准入环节着手，进一步推
进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2017年 1
月 1日至今，全县共办理各类企业“多
证合一”“一照一码”10171户，其中新
设立登记 7278户，企业 1093户、农专
社 456 家、个体户 5729 户，较去年同
期增长 26%；变更 2893 户，较去年同
期增长19%。

从信用监管环节着手，进一步强化
事中事后监管。积极承担县政府交办
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改革牵头重
任，全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改
革正在深度推进，年底前全面完成监管
全覆盖，有效改变了过去“想查谁就查
谁”“想怎么查就怎么查”的随意监管方
式。强化建立年报进度通报制度，全县
内资企业年报率94.4%、个体工商户年
报率 99.6%、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率
96.2%。将未按期公示年报的224家企
业、9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123户个体
工商户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异常状态），

全部及时向社会公示，“一处违法、处处
受限”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逐步形成。

从市场监管环节着手，进一步规范
各类市场秩序。对小家电、洗护用品、
服装、日用品等5大类、8个品种进行了
质量抽查检验，共抽检 57个批次。抽
检农资经营户及农资市场420户次，抽
检肥料 31批次，监测农资类商品广告
20条，查处农资违法案件9起，查办违
法广告案件15件，共抽样送检成品油
样品 61个批次，立案调查 12起，立案
查处商标侵权案件 7件。加强消费者
日常投诉受理工作，县消协和12315投
诉举报中心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案
件235件，办结228件，诉转案5起，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76万余元。

从优化服务环节着手，进一步促进
经济转型升级。目前全县有效注册商
标 1650 件，其中河南省著名商标 23
件，中国驰名商标 2件,以商标促进了
经济发展。今年，共办理股权出质登记
11件，出质额 3.7亿元，被担保债权数
额 10.36 亿元。认真开展动产抵押登
记，缓解企业资金困难，截至目前，共办
理动产抵押登记12件，担保主债权5.7
亿元。 (高礼健 张磊)

沈丘县工商局

深化“放管服”激发活力促发展
台前县审计局强化“五个突出”，全

面提升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实效。突出
“审计调查”，做好审计准备工作；突出
召开“审计进点会”，多渠道获取有价值
的审计线索和信息资料；突出“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实现由财政财务收支审
计向绩效审计的转型；突出“审计结果
公告”，增加审计透明度和影响力；突出

“审计结果运用”，将审计结果放入干部
档案及廉政档案中。

据了解，该局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取得重大成效，2017年以来完成了部

分乡镇和县环保局、县水利局等单位
13名党政正职任职期间的经济责任审
计，查出违规金额561.63万元，查出管
理不规范金额3734.03万元，提出针对
性的合理化审计建议47条，向社会公
告审计结果10个。

目前，被审计单位采取制定了《财
务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办法》等规章
制度和措施，对发现的问题做到了立
行立改，真正使经济责任审计发挥了
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和促进党风廉政建
设的作用。 （杨慧茹）

罗麦河南分公司入驻河南以来，积
极响应河南省工商局精准扶贫工作，积
极引导罗麦经销商进行爱心捐赠，积极
向启明公益基金会申报捐赠项目。每
一所学校和每一个扶贫项目都会实地
进行考察，确保每一个捐赠项目都能真
真切切地帮到实处，雪中送炭。2016
年罗麦启明公益基金会向河南省中小
学捐书捐物达1400多万元，惠及学校
几百余所。2017年罗麦科技河南分公
司在服务好河南市场的同时，持续对教

育扶贫的关注和爱心投入，拟在三年内
为河南投入公益资金5000万元。

截至目前，罗麦启明公益基金会
已向河南省200多所学校共捐赠图书
累计 1800 多万元, 在未来会加大公
益捐赠项目，配合河南省工商局精准
扶贫项目，延续对教育扶贫的关注和
爱心投入，让“中国航天启明图书室”
落户更多需要帮助、贫困偏远地区的
学校，继续在政府精准扶贫中发挥独
特作用，奉献企业的绵薄之力。（金盼）

台前县审计局

“五个突出”提升经济责任审计实效

罗麦科技在河南投入公益金1800万元

日前，汝州市审计局借助综合
数据分析平台，巧用大数据分析，对
税收收入的真实性、部分行业的涉税
审计及部分税种进行了重点审计。

该局在审计中发现，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环节、驾校培训行业等
都不同程度存在应征未征税款现
象，并依法下达了审计决定书，要求
限期足额征收入库，并对税务稽查、
税源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审计整改意
见。汝州市地税局接到审计报告和

审计决定后，高度重视，积极采纳审
计建议，狠抓整改落实。

截至目前，已追缴查补耕地占用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及
滞纳金1815.37万元，并出台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建筑业和房地产等行业
税收征管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严
肃税款入库纪律的紧急通知》，为今
后的税收征管缴库工作提供了原则
性指导，切实保障税收征管入库的及
时性、安全性和严肃性。（韩仁强）

鄢陵县审计局认真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增强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审
计在推进法治、维护民生、防范风险、
促进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地区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该局明确责任，切实增强责任
意识，把握工作重点，拓宽审计思
路，创新审计方法，确保审计质量。
审计人员对审计事项及时报告，既
要取证充分，又要保守秘密；对查出

的问题既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又要做到程序规范，定性准确。
其中，对审计发现的重大事项或重
大问题，审计人员应及时向审计组
汇报。审计人员要增强组织性、纪
律性，认真遵守工作纪律、廉政纪
律，严格保守秘密，未经批准不得对
外提供和披露经济责任审计相关情
况，做到依法审计、文明审计、廉洁
审计。 （王淼）

鄢陵县审计局：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汝州市审计局:助力地税部门追缴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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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捷报频传
——西平、周口、永城等相继破获八起千万元大案

阅读提示

烟草市场综合治理

和烟草业转型与发展工

作，是省委、省政府今年

确立的重要工作。全省

各级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推 进 烟 草 市 场 综 合 治

理 ，取 得 了 喜 人 成 果 。

依法打击烟草市场违法

违规制售假冒伪劣卷烟

行为，保护人民健康和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是各

级政府的主体责任。烟

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开

展以来，洛阳、周口、漯

河、永城、西平、确山接

连破获八起千万元制售

假烟和网络销售案件，

对烟草市场违法违规行

为起到了有效震慑和遏

制作用。今日本报编发

的，是其中几个典型案

例。

简讯

12月 13日，省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我省

“四大攻坚”工作持续推进，烟草业转型与

发展工作是“四大攻坚”工作之首。省政府

主要领导多次深入烟草业调研，提出三至

五年内烟草业要实现“千亿元”的利税目

标。今年 6 月 23 日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

开展至今，各级政府上下联动，形成合力，

以强大的“执行力”彰显政府的“责任心”。

我省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开展以

来，洛阳、周口、漯河、驻马店、永城……以

雷霆行动接连破获 8起千万元大案。最近，

西平县公安局成功摧毁一个利用互联网非

法制售假烟的特大团伙，抓获主要犯罪嫌

疑人 6 名。该案涉及 24 个省、4 个直辖市、

80 个市县，涉案人员达 500 余人，涉案金额

高达 1000余万元。该案对依法打击非法违

规生产经营假冒卷烟，起到了强大的震慑

作用。据统计，截至 12 月 8 日，我省烟草市

场治理共查获违法卷烟 72 万余条，捣毁制

假窝点 147 个，查获卷烟制假设备 63 台，拘

留人员 257人，逮捕 52人，判刑 42人。

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取得了阶段性重大

成效，为豫烟发展腾出了市场空间，推进了

“两个置换”，我省烟草商业运行呈现销售

量、销售额、单箱销售额、税利增长四个“同

比增长”和烟草工业运行呈现销量进位、结

构进位、效益进位、品牌进位四个“同比进

位”的喜人局面。据统计，1-11 月份，全省

烟 草 业 累 计 实 现 税 利 493.46 亿 元 ，增 长

5.14%，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1.61 个百分点。

其 中 ，工 业 实 现 税 利 274.73 亿 元 ，增 长

6.08% ；商 业 实 现 税 利 218.74 亿 元 ，增 长

3.99%。累计实现税金 409.93 亿元，增长

7.49%，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3.41 个百分点。

省内市场省产一类烟市场份额 10.55%，同

比提升 3.08 个百分点，较 2016 年全年提升

2.98个百分点；省产二类烟占同价区市场份

额 25.9%，同比提升 11.22 个百分点，较 2016

年全年提升 10.67 个百分点。烟草市场综

合治理的实践证明，省委、省政府促进烟草

业转型升级的决策是正确的，抓住了重振

豫烟雄风的“牛鼻子”，必须凝神聚力，乘势

而上，再接再厉，坚决打好豫烟转型升级攻

坚战，奋力开创豫烟发展新局面。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卷

烟打假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

要持之以恒的依法打击。向省委、省政府和

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力争经过三至

五年艰苦努力实现“千亿元”的利税目标。

“上下同欲者胜”，胜利和成功属于脚踏实

地、拼搏进取的人，属于精诚团结、共同奋斗

的人！ （见悟）

商丘市

近期，商丘市持续开展“清市护
航”卷烟市场整治专项行动，突出对
城区、乡镇、集市、农村四个层面检查
力度，突出假私非烟违法行为的打击
力度。对有过违法经营行为的“大
户”作为“串码烟”治理重点监管对象，
对违规经营行为坚决查处。以突出

“人、房、电”为重点，对历史上存在制
假地区的废弃厂房、空闲院落、动力电
源、出租房屋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对
发现的制假窝点坚决打击、迅速取
缔。对全市物流寄递企业进行排查
摸底，建档立案，全面落实收寄验视、
实名寄递和限寄制度。（韩震 袁飞）

鹤壁市

从7月至今，鹤壁市共开展集
中行动 269 次，出动人员 1991 人
次，出动车辆6682台次，检查零售
商户14027户次，查处涉烟违法案
件145起，其中移交公安部门2起，

拘留涉案人员2名，逮捕犯罪嫌疑
人1名，查处假冒走私卷烟1065.4
条，查处真品卷烟3932.88条，已结
案案值 41.07万元，罚没收入 1.84
万元，进展中的“9.20”卷烟网络案
件案值已过百万元。 （郭亚霖）

汝州市

汝州市工商、烟草、邮政等七部
门联合集中行动，对全市物流寄递企
业进行烟草市场专项整治，对该行业
进行全面的排查摸底，建档立案，督
促物流寄递行业落实收寄验视、实
名寄递和限寄制度。此次专项行
动，共出动执法人员210人次，出动
执法车辆25台次，检查物流寄递经
营户150户次。 （丁乐飞 任黎明）

汝南县

12月6日上午，在汝南县烟草、
公安、工商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利用

互联网、快递销售假烟的案件进行
收网。查获假冒卷烟:芙蓉王(硬)
135.6条，芙蓉王(蓝)19条，中华(硬)
46 条，中华(软)9 条，牡丹(软)59.3
条，南京(红)31条，玉溪(软)37.6条，
玉溪(硬)19条，共计15个品种457
条，案值11.31万元。目前，此案正
在深入调查中。 （王新旺）

上街区

12月7日上午，上街区工商局、
烟草执法人员联合查获违法违规卷
烟:红旗渠（银河之光）6条、黄金叶
（硬红旗渠）5条、红旗渠（芒果）3条、
黄金叶（硬帝豪）2条、黄山（新一品）
2条、双喜（软国际）2条、红旗渠（天
行健）2条等共计15个品种31条整，
案值2715元。查获违法卷烟长白
山(软红)10条共计 1个品种 10条
整，案值1050元。经初步鉴定，该
批卷烟为真品卷烟。 （李珊）

西平县
破获千万元网络销售假烟大案

西平县公安局民警历时一年半的时
间，成功摧毁一个利用互联网非法制售假
烟的特大团伙，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 6
名。该案件涉及24个省、4个直辖市、80
个市县，涉案人员达 500余人，涉案金额
高达1000多万元。

去年4月，西平县烟草局执法人员接
到群众举报，称在该县城柏城大道东段一
宾馆内购买的软中华香烟为假烟。烟草
局执法人员迅速赶到该宾馆，在宾馆柜台
内查获假冒卷烟软中华、芙蓉王共 9条，
价值5400元。2016年4月17日，西平县
公安局对该案依法立案侦查。确定了有
关嫌疑人“佳佳”的真实身份，她原名叫徐
某，今年 27岁，家住湖北省孝昌县，其男
朋友是西平县人。自2015年 12月以来，
徐某利用网络，在西平及周边市县非法销
售假烟 2600 余条，涉案金额达 10 万余
元。2016年 12月 20日上午9时许，专案
民警在湖北省孝昌县某酒店将徐某抓
获。据徐某交代，其所销售的假烟大部分

是从河南省郑州和福建人手里购买。今
年1月12日，民警在郑州市中原区李某的
家中将其抓获，并当场扣押各种品牌卷烟
152条、快递包装箱3包，以及部分涉案手
机、电脑、银行卡、账本等物品。经讯问，
犯罪嫌疑人李某对其利用网络非法销售
假烟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自2015年 9
月份以来，李某利用网络销售假烟，涉案
金额达400余万元。经侦查布控，2月15
日，民警分别在郑州、平顶山将边某、高某
抓获。经讯问，该二人对其利用网络销售
假烟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上述落
网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被检察机关
依法批准逮捕。

（刘庚申 胡平安）

周口市
查获千万元非法加工烟叶烟丝案件

11月 29日凌晨，周口市、项城市、淮
阳县工商、烟草、公安执法人员联合执法，
在周口市淮阳县境内打掉一个制造烟丝
窝点，当场查获烟叶 70.03 吨，烟丝 8.85
吨，烟叶梗 127.57吨。切丝机 1台，卧式
锅炉1台，蒸汽滚筒膨化机1条，真空回潮

机1台，打叶机1台，带电振槽2段，案值
1000余万元（不含烟机设备价）。现场抓
获涉案嫌疑人39人，其中刑拘38人。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丰亚伟）

永城市千万元假烟大案
被公安部发起全国集群战役

8月 8日，永城市烟草“治理办”接举
报称发现徐某某等人通过物流快递运输
销售 30多种伪劣卷烟，由于涉及假烟品
种多、涉案金额较大，永城市公安局迅速
成立专案组对案情展开深入调查。经查，
犯罪嫌疑人徐某某等人不仅利用网络从
上线处购进假烟转销牟利，还从上线处购
进假烟伙同袁某某进行包装，利用快递公
司发运假烟包裹。仅2017年 3月以来利
用网络与申某、凤凰等上线交易 150次，
购进各类假烟 28万余元，涉及山东、山
西、江苏、广东、福建、陕西、黑龙江、海南、
安徽、四川、河北、广西、上海、河南等 26
个省和直辖市，目前已查明涉案金额高达
1000余万元。目前，公安部在全国发起
集群战役，对涉案犯罪分子统一收网打
击。 （王书杰）

将烟草市场综合治理
推向深入

▲近期，义马市在烟草市场综合
治理检查中，以治理“串码烟”“三非
烟”为重点，联合工商部门加大烟草市
场检查力度。截至目前，共查获案件
28 起，查扣卷烟 6.98 万支，案值
2.982万元。 王小锋 摄

◀12月 11日，濮阳市工商局联
合烟草部门对物流快递进行检查，在
中通快递现场查获违法卷烟 10条。
经初步鉴定为假冒卷烟。 王显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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