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去年
10 月 ，烟
草市场综
合治理工
作漯河卷
烟打假会
现场

◀ 烟草
转型升级
工作综合
组在市场
走访卷烟
零售商户

□本报记者 张建武
本报通讯员 苗爱臣 陆诗秦

历史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
展；时代华章，总是在新的奋斗里书写。

回首 2017年，省烟草市场综合治
理工作组，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烟草业转型升级的决策部署，充
分发挥工商系统队伍优势，强化责任
担当，精心组织实施，联合烟草、公安、
交通、邮政等部门，雷霆行动，重拳出
击，端窝点、断源头，清市场、腾空间，
依法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卷烟。截至
2017年底统计，我省烟草业综合治理
取得了增加利税 76 亿元的优异成
绩！2017 年 6 月 23 日全省烟草市场
综合治理开展以来，全省共查处违法
卷 烟 83.56 万 条 ，查 处 烟 叶 、烟 丝
742.43吨，捣毁制假窝点 162个，查获
卷烟制假设备 67 台。烟草市场综合
治理为豫烟发展腾出了空间，有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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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点赞，值得回顾和总结。

回望充满辛苦和幸福的2017年河
南烟草业转型升级工作，使中原更加出
彩的征程中释放出巨大动能，使我省经
济发展结构更优、质量更高、效益更好。

河南烟草业转型升级如何创新市
场监管的方法模式，如何整治维护好市

场流通环境，如何破解清理市场空间的
发展瓶颈，如何树立培育壮大卷烟良好
的品牌形象……全省工商、烟草、公安、
中烟、交通、商务、质监、邮政、电力、科
研等部门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
齐心协力、并肩战斗、奋力攻坚。

担当重任 壮士断腕
“推动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

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为
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坚
强持久的支撑。”2017年4月9日，全省
转型发展攻坚推进会议上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的讲话掷地有
声。

“乘势而进、乘胜追击，持之以恒打下
去，让制售假分子抬不起头、无力回手。”
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就烟草业转型升
级和烟草打假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卷烟打假工作不仅是保障公平竞
争、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举措，更是烟
草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保障，是各级政府
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赵建才多次出席全省烟草市场
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并提出严格要求。

“希望全省工商系统和烟草专卖
机关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烟草改
革发展的决策部署，勇于担当，加强协
作，相互支持，继续发挥能征善战的优
良作风，迅速掀起烟草市场综合治理的
高潮……”副省长张维宁就河南烟草市
场综合治理工作给予系列批示。

“省政府把烟草市场综合整治工作

交给工商部门牵头，既是我们的职责所
系，也是对我们这支队伍的充分肯定和
高度信任。”2017年 6月 23日，省工商
局党组书记、局长马林青在全省烟草业
转型升级工作对接会上的讲话既体现
了胸怀担当、心系发展的大局意识，又
标志着向全省工商系统下达了坚决打
赢烟草市场综合治理攻坚战的战斗动
员令。

记者在省工商局了解到，我省工商
系统牵头烟草市场综合治理是职责所
系、分内之事，他们的职能、队伍、工作
经验、执法能力优势明显：工商队伍 3
万多人，是除公安以外的全省第二大队
伍；多年来，工商系统无数次地组织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积累了丰富的开展整
治行动的实战经验；河南工商以高度的
大局意识和强烈的担当精神，敢抓敢
管，敢啃“硬骨头”，能够高标准高质量
地完成省政府交办的急难险重任务。
2017年5月11日，省委、省政府对省工
商局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突破性
事项中作出的突出贡献予以嘉奖，就是
对工商部门牵头工作的充分认可。此
外，工商部门与烟草系统有长期联谊合
作的基础和经历。多年来，两部门密切
配合，多次联合组织声势浩大的烟草市
场专项整治行动，省、市、县各级工商、
烟草部门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行
动，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为做好这
次烟草市场综合整治工作奠定了坚实
基础。

2017年6月23日全省烟草业转型
升级会议召开后，省工商局牵头成立省
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组，马林青任组
长，相继召开全省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
作视频会议、全省烟草业转型升级工作
对接会、全省打击制售假烟工作座谈会
等系列会议开展广泛动员、有序推动。
由工商部门所牵头，有关部门配合协
同，一场席卷中原大地的烟草市场综合
执法行动迅速铺开，全省各级各部门积
极投身到此项工作中去……

省烟草专卖局局长武卫东：“继续保
持卷烟打假高压态势，强化假烟生产、
销售等环节的市场综合治理，为推动烟
草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建功立业。”

省邮政局局长丁平：“确保假烟制
品不从寄递渠道流通，以优异的成绩向
省委省政府交上一份满意的案卷。”

河南中烟公司总经理杨自业：“我
省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坚持‘端窝
点、断源头、清市场、腾空间’的治理总
要求，有各级政府支持，部门上下形成
合力，在三至五年内实现省委、省政府
提出的‘千亿元’利税目标一定能够实
现。”

省公安厅副厅长焦群才：“调动一
切积极力量，全力配合，以省委、省政
府、公安部督导的卷烟打假案件为突破
口，确保卷烟打假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省质监局副局长傅新立：“以改革
创新监管制度为保障，以信息技术手段
为支撑，主动配合相关职能部门，积极
开展打击制售假烟专项行动。”

省商务厅副厅长高翔：“全力做好
本部门配合工作，强力推动卷烟打假工
作的深入开展。”

重拳出击 法网恢恢
“从今天开始，全省要利用半个月

时间，开展大排查、摸清底数，建立工作
台账，在全省迅速掀起工作热潮。”7月
3日，全省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联席
会议召开，马林青动员部署全省烟草市
场综合治理执法排查任务，打响了全省
烟草市场综合治理攻坚战役的第一枪。

“工作如何统筹安排，如何突出重
点，如何引领示范，如何深入推进，如何
彰显成效，需要我们通盘考虑，确保部
门全力攻坚、步调统一、扎实开展。”省
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组副组长、省工
商局副局长雷生云说。

细化目标任务，强化措施保障，严格

工作要求，省工商局牵头制订的《河南省烟
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2017—
2020年），划定了工作起步、推进、巩固、建
立长效机制的中长期路线图。

抓源头，强化生产环节治理。2017
年 7月初，省烟草局、省公安厅、省工商
局抽调人员组成督导组，进驻漯河、许
昌、平顶山等卷烟制假易发高发的重点
地区，督导三市政府落实卷烟打假主体
责任，开展一次专项突击行动，对本辖区
卷烟制假窝点开展自排、自查、自打。在
充分侦查，掌握线索，摸清情况的基础
上，打掉了一批制假窝点、查获一批制假
设备和假烟成品、抓捕一批犯罪嫌疑
人。截至去年7月21日漯河召开全省打
击制售假烟工作座谈会，全省出动执法
人员 3800 多人次，摸排卷烟经营户
57097户，查处涉案案件382起，取缔无
证无照经营卷烟商户 33 家，查获假烟
110.76 万支、烟丝 3810公斤，案值 150
多万元，端掉了一批假烟存储点和制假
窝点。加强防控拦截，加强日常监管。
在重点地区市县政府建立了定人、定责、
履责、问责的卷烟打假网格化防控格
局。通过实施重点防控，确定卷烟制假
防控的重点村庄，由省、市、县烟草局派
出卷烟打假机动队，进行分片包村监控，
每周对重点村庄进行 2次以上的宣传、
排查，发现线索，露头就打，持续保持高
压态势，严防卷烟制假活动反弹。通过
有效围堵拦截，对重点村庄周边交通要
道及线索指向明确的重点运输车辆，实
施重点监管、突击检查和蹲守检查，进行
严防死守，有效拦截运入运出的假冒卷
烟、烟用原辅材料及制假设备。通过抓
逃追刑，依法查处卷烟制假主犯、参与制
假人员、提供便利条件人员以及阻挠执
法、暴力抗法分子和“保护伞”；对有价值
的线索紧抓不放、上追下查，进一步挖掘
线索，发现和固化证据，抓捕在逃涉案人
员，打掉整个卷烟制假犯罪网络。2017
年 7月 15日，漯河市临颍县查获一起制
售假烟大案，涉及9个省（市），涉案假烟
2.02亿支，涉案金额1.2亿元，收缴涉案
车辆4台，刑拘10人、逮捕2人、网上追
逃 3人，起到了强有力的震慑作用。许
昌市在襄城县分别查处非法藏匿烟丝窝
点和非法藏匿烟草制品窝点，现场查获
制假用烟丝 4157 公斤，假烟 12.64 万
支。平顶山市捣毁郏县一烟叶存放窝
点，现场查获烟叶 2万余公斤。商丘市
连续捣毁 2个售假窝点，查获假烟 990
余条，抓获嫌疑人3人；郑州在新郑捣毁
生产假烟窝点，查获烟叶1.2万公斤，烟
丝2863公斤；鹿邑县集中捣毁2个非法
生产加工烟丝窝点，查获烟叶 3.4 万公
斤、烟丝1.3万公斤，案值728万元，抓获
嫌疑人24人。

抓流通，突出烟草市场综合治理。
2017年7月开始，省工商局牵头，省烟草
局、省公安厅配合，组织开展了集中清理
专项行动，突出对重点行为、重点区域、
重点场所的整治。突出重点行为，严厉
查处无证照经营烟草专卖的行为，以邮
寄、托运、夹带等方式非法运输烟草专卖
品的行为，非法印制、仓储、运输、销售假
冒卷烟商标标识的行为，明摆暗卖假冒
走私卷烟的行为，销售非正规渠道卷烟
的行为，利用“抓烟机”违法销售卷烟的
行为；突出重点区域，强化对省际边界市
场、农村市场、城乡接合部、新建开发区、
机场车站码头、繁华商业区等 6类重点
区域的治理；突出重点场所，强化对宾
馆、酒店、网吧、酒吧、娱乐场所等五类重
点场所的治理。全省工商、烟草、公安、
交通、邮政等部门联动，形成执法合力，
全面加强对烟草零售网点的清查整治。
各地在农村市场、繁华商业区、宾馆酒店
等重点场所，建立定人、定责的网格化防
控格局；在国道、高速路口、火车站和省
际边界设卡围追堵截。安阳在高铁站查
获两起非法流通高档卷烟 596条，案值
23.5 万元；周口在高速路口查获假烟
1875 条，案值 23.6 万元，抓获嫌疑人 2

人；平顶山市在高速路口查扣烫标黄
金叶79万支，案值 36.8万元；许昌市
在高速路口查获黄金叶79万支、烟丝
968.4公斤，案值26万余元，抓获涉案
人员4人。省工商局联合省烟草专卖
局、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邮政
局制订《全省物流寄递行业涉烟违法
行为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督促寄
递企业认真落实“实名收寄、收寄验
视、过机安检”三项安全制度，严密防
范非法烟草制品进入寄递渠道。各地
围绕物流寄递行业，排查线索、深挖源
头、联合执法、重点查处。郑州在航空
港区申通快递公司查处非法流通卷烟
299条，案值 12.4 万元，拘留 7人；在
中牟县一物流基地查处卷烟230条，
案值 8万余元；永城市查获互联网销
售违法卷烟 30多个品种 2900多条，
案值 163.02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 5
人，拘留3人。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
地共查处物流寄递渠道违法卷烟
7892条，案值 867.65万元，抓获犯罪
嫌疑人29人，拘留17人。

抓重点，强化国庆、中秋“双节”期
间市场监管和市场主体诚信经营。针
对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涉烟违法行
为高发的特点，全省工商、烟草、公安
等部门执法人员放弃长假休息时间、
舍弃与亲人团聚的机会，继续坚守岗
位，认真履行职责，坚持市场巡查，查
处涉烟违法案件 1877 起，查处假烟
4.7 万条，查处非法流通卷烟 3.4 万
条。省工商局、烟草专卖局还根据国
务院最近颁布实施的《无证无照经营
查处办法》和《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
法》，制定下发《关于查处无证无照经
营卷烟的指导意见》，对于符合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办理条件
的，要求执法部门督促申领相关证照；
对于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但经
营范围不含销售卷烟、雪茄烟的，督促
变更登记，引导成为合法经营主体，规
范经营行为。同时，省工商局、烟草专
卖局、公安厅、国电公司联合印发《三
相电用户排查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
案》，通过排查三相电使用情况，及时
发现和查处卷烟制假窝点，坚持露头
就打，做到断流截源，保持高压态势，
严防卷烟制假活动反弹转移。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重点地区
卷烟打假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
建才分别于去年7月21日、10月25日
两次在漯河主持召开由许昌、漯河、平
顶山三地政府领导参加的重点地区卷
烟打假工作推进会议，安排部署重点地
区卷烟打假、涉烟积案清理等工作。省
烟草市场治理办公室领导带领有关人
员多次赴许昌、漯河、平顶山三地进行
督导调研，开展重点攻坚。三地在治理
工作中，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建立定
人、定责、履责、问责的卷烟打假网格化
格局；设立打假工作室，筑牢防线，严防
制假活动反弹、扩散、转移，彻底铲除制
售假烟土壤。在省转型升级工作领导
小组安排部署下，2017年先后组织3
次对全省各地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
进行全面督导和暗访，推动工作落实。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执法活动中，
省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组综合运用

‘督导、暗访、曝光、问责’等方式方法叠

加实施，加强工作检查，层层传导压力，
狠抓工作落实，进一步完善了多部门协
作的工作机制，有力推进了治理工作的
深入开展。”省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组
副组长、省工商局副巡视员王淮平说。

不辱使命 战果辉煌
中原红盾担重任，转型升级齐攻

坚。去年6月 23日全省烟草业转型升
级工作会议召开以来，省烟草市场治理
办公室突出“两个置换”（省产卷烟置换
同价位省外卷烟、省产较高结构卷烟置
换低结构卷烟）主线，坚持“端窝点、断
源头、清市场、腾空间”工作要求，重拳
出击，雷霆行动，扎实推进烟草市场综
合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2017 年
12月底，全省各级工商、烟草、公安等
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22.92万余人次，
组织专项行动11861次，检查卷烟零售
商户 159.95 万余户次，捣毁卷烟制假
窝点162个，查处烟机设备67台，查获
物流寄递涉烟违法包裹4880件，查处
违法卷烟83.56万条，查处涉烟违法案
件 2万余件，其中，千万元以上大案 8
件。各地捷报频传、战果累累：

驻马店市确山县“10·18”部督销售
假烟网络案件，已查明涉案金额 2240
余万元，刑事拘留14人，批捕13人，判
刑3人；驻马店市西平县成功摧毁了一
个利用互联网非法制售假烟团伙，抓获
犯罪嫌疑人6名，案件涉及28个省（直
辖市）、80个市县，涉案人员500余名；
周口市继查获“9·12”非法加工烟叶、烟
丝千万元大案后，于11月 29日又端掉
一烟丝制假窝点，涉案金额1000余万
元，刑事拘留38人；永城市“8·08”互联
网销售假烟案件，经过深控案件线索，
破获了一起涉及全国26个省（直辖市）
的千万元大案，目前已被公安部发起全
国集群战役。许昌“12·28”案件共计查
获假烟53.12万支，案值64.84万元，抓
获涉案人员5人，刑拘4人。通过一系
列假冒伪劣卷烟案件的查处，沉重打击
了涉烟违法犯罪行为，有力震慑了制售
假烟违法犯罪分子。

清市场腾空间，促进了豫烟大发
展。2017 年，河南省卷烟品牌“黄金
叶”实现商业销量188.91万箱，同比增
加 15.43 万箱，增长 8.89%，分列全国
第8位、第 2位、第 9位；实现商业销售
收入 562.09 亿元，同比增加 76亿元，
增长 15.51%，分列全国第 9 位、第 4
位、第5位。据统计，2017年全省烟草
业累计实现税利 523.98 亿元，同比增
加 20.56 亿元，增长 4.08%，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 0.84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
实现税利 294.05亿元，增长 4.28%，高
于行业平均水平 1.64 个百分点；商业
实现税利 229.94亿元，增长 3.82%，高
于行业平均水平0.26个百分点。累计
实现税金 441.66亿元，增长 6.65%，高
于行业平均水平 2.57 个百分点。其
中，工业实现税金 265.79 亿元，增长
8.50%。省产烟市场份额 61.87%，同
比提升1.1个百分点；省内市场省产一
类烟市场份额 10.92%，同比提升 3.35
个百分点，其中下半年呈现逐月递增
的 趋 势 ，分 别 为 10.5% 、11.67% 、
14.2%、14.56%、15.89%、16.51%；省
产二类烟占同价区市场份额 26.5%，
同比提升1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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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山初度尘未洗，砥砺奋进启新
程。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河南烟草业转型升级面
临新机遇、新挑战，全省上下必须不驰于
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
实实将转型升级的攻坚战役进行到底。

“卷烟打假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
场持久战，我们将按照陈润儿省长提出
的‘乘势而进、乘胜追击，持之以恒地打
下去，让制假分子抬不起头、无力回手’
的工作要求，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风状
态和更加优异的打假成果，向省委、省政
府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为全省烟草业转
型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马林青信
心满怀地表示。

书写豫烟新华章 助力中原更出彩
——全省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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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3日，河南省烟草业转型升级工作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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