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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段利梅

在百度搜索“信用濮阳”，点击第
一条链接，就会出现“信用中国（河南
濮阳）”的主页面。页面上方的“信用
服务”专栏里，设有投诉举报、信用修
复、诚信红黑榜、失信黑名单查询等 7
个子栏目，诚信或失信的企业、自然人
信息一目了然。

“企业或个人有没有信用污点，一
查就清楚。如果有不诚信记录，在今
后的生活工作中都会受影响，这就督
促大家做诚实人、办诚信事，共同打造
诚实、守信、自律、互信的社会信用环
境。”10月 12日，在为记者演示濮阳市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后，该市发改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

信用并非与生俱来，不能只用道

德约束，解决诚信问题必须要靠制度
来约束。从 2014年起，濮阳市全面开
展诚信建设工作，市委成立了诚信建
设制度化领导小组，市政府建立了社
会信用体系联席会议机制，在全省创
新形成“党政协同、双轮驱动”的工作
推进机制。2016年，该市编制出台全
省首部市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专
项规划——《濮阳市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十三五”规划》，初步构建起信用建
设制度体系。今年年初，在濮阳市
2017年度总结表彰会上，该市对诚信
建设工作突出的 3个县区、30个先进
单位和 50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倡导
了人人争做诚信个人的社会风尚。

作为承载信用记录的载体，濮阳市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先后建成“信用濮阳”

“信息共享门户”“大数据分析门户”3个

门户网站，搭建了由政务、企业、自然人
组成的3个基础数据库，开通了1个微信
公众号、1个共享交换平台和志愿服务、
食品药品等多个专题应用场景，形成了

“3311+N”架构。目前，该平台归集形
成的信用档案覆盖了 18万余户法人、
385万余名自然人，归集各类信息2.2亿
余条，成为濮阳信用信息公开公示的“总
窗口”和归集共享的“总枢纽”。

信用制度体系的建设，为企业和个
人更好地履行义务戴上了“紧箍”。从
2014年6月发布“信用红黑榜”以来，该
市已有 1443家企业和 20名个人被列
入诚信“红名单”、791家企业和1508名
个人被列入失信“黑名单”。去年5月，

该市一家石油机械企业在非洲中标项
目后，却被发现曾因安全生产管理不合
格进过“黑名单”。后经市安监部门考
核，企业整改效果较好，惩戒措施解除，
企业最终承接了这项 2 亿多元的项
目。“必须时刻做一个诚信守法的人，否
则代价不可估量！”时至今日，该企业负
责人仍然感慨万千。

让守信者受益，濮阳还将探索实
施自然人信用积分体系、对守信自然
人进行联合激励等体制机制，“通过将
信用积分兑换成实实在在的好处，激
励更多濮阳人做讲诚信的好人，用诚
信守护城市的未来。”濮阳市发改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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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烟雄风 辉煌河南” 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各地在行动

□李澍田

今年以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省
领导关于烟草业转型升级重要指示
和 2018年全省烟草业转型升级工作
会议、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平顶山现场
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端窝点、断源
头、清市场、腾空间”工作要求，坚持

“政府领导、部门联合、多方参与、密
切协作”，综合治理成效显著。截至8
月底，全省共查处违法卷烟 106.9 万
条，烟叶、烟丝 507 吨，烟机设备 67
台，捣毁制假窝点 145 个，拘留 406
人、逮捕145人、判刑95人。公安部、
国家烟草专卖局先后4次对我省卷烟
打假治理工作发贺电给予肯定。

一、抓重点、重环节

（一）紧紧盯住重点地区抓严打。
紧盯漯河、许昌、平顶山三地区卷烟打
假，坚持高压态势，扫黑除恶，深挖背
后“保护伞”。平顶山市坚持联防联
控、露头就打，使制假无处扎根。漯河
市相继开展“歼灭”“天剑”“怒风”等专

项行动，连续侦破多起大要案件。许
昌市设立卡点，日夜蹲守，封堵假烟运
输通道。今年以来，三地共查处涉烟
案件 3609件，捣毁制假窝点 122个，
拘留 144人，逮捕 79人，有效带动了
全省卷烟打假工作，构建起“重点地
区”“毗邻地区”“省级边界”三道防线，
初步形成源头打假、毗邻防假、边界拦
假的围堵格局。

（二）紧紧扭住关键环节抓整治。
突出流通领域，查市场各类违法行为；
突出物流寄递，开展“利剑”行动，斩断
违法卷烟销售网络和交易链条；突出
重点区域，查省际边界、农村集市、城
乡接合部、车站码头等区域市场，实施
精准打击。今年以来，共开展集中行
动1.65万次，查处涉烟案件2.52万件，
查获违法包裹 1.8 万个，违法卷烟
10.79万条，案值3038.4万元。

（三）紧紧围绕市场秩序抓监
管。严防死守，对重点区域、重点路
段实时全方位监控，挤压卷烟制假生
存空间；专项治理，对串码烟和违法
违规大户进行严格监管，净化市场环

境；全面排查，杜绝无照无证经营，规
范市场秩序。截至 8月底，全省共查
处违法违规大户 790户，查获违法卷
烟12.2万条，取缔无证经营2988户。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个别地方存在盲目乐观情
绪，头脑不够清醒，形势把握不准，在
成绩面前，思想认识上有所松懈，行
动力度上有所减弱。二是重点地区
卷烟打假任务依然艰巨，实现从“遏
制”到“根治”还有一定的距离，卷烟
制假黑恶势力“保护伞”需要进一步
深挖。三是互联网、物流寄递环节售
假问题依然突出，违法活动日益隐
蔽，日常监管难度加大。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持续突出重点地区打假。
紧紧围绕彻底根治全省卷烟制假这
一总体目标，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雷
霆声势和强大攻势，
对重点地区实施全
方位、不间断的防控

和严打，以不达目标不罢手的决心、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确保卷烟
打假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二是持续突出大要案件办理。组
织开展针对性较强的市场治理集中行
动，深挖问题线索、加强信息研判，在

“延伸”上用力，彻查假烟、走私烟销售
网络和交易链条。坚持与扫黑除恶专
项工作结合融合，对制假售假产业实
施全链条打击，狠抓大要案件办理，力
争取得新的更大的工作成果。

三是持续突出长效机制建设。
总结经验、固化做法，持续修改完善
形势分析、经验交流、情况通报、信息
共享、情报研判、联合办案等长效协
作机制，坚持“督导、暗访、曝光、问
责”等有效做法，明察和暗访相结合、
随机巡查和定点督查相结合、督进度
和促整改相结合，推进地方党委、政
府和有关部门履职尽责。
（发言人系省工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本期关注

目标不打烊 决胜四季度

10月 6日，襄城县烟草市场综合治理相关
部门组成 20余人的卷烟打假专项行动队，对辖
区重点村庄进行排查和宣传。 （李鹏）

国庆节后，新乡市政府督导验收中秋国庆
节日期间烟草市场治理工作成效。 （杨克让）

郑州市

郑州市扎实开展“双节”市场专
项整顿行动。从 9月 10 日至今，工
商、烟草、公安等多部门联合，全力维
护节日市场良好经营秩序。全市共
组织集中行动153次，出动执法人员
2221人次，执法车辆 530台次，检查
零售商户18033户次，取缔无证商户
10户。查处涉烟案275件，移交公安
机关 5件。查扣假烟走私烟 4379.6
条、真烟 19513.5条，案值 381.173万
元，罚没款4.4062万元。 （张志升）

开封市

自 9月 25日起，开封市工商、烟
草、公安等部门联合，组织开展全市
烟草市场交叉、轮流检查。科级干部
全程参与、分组带领烟草、工商、公安
等执法人员，并组织兰考、杞县、通许

等相关单位对城区、祥符区、尉氏县
进行交叉集中检查，重点治理“假私
非”烟和“串码烟”，截至目前，共查获
中华、苏烟、利群、芙蓉王、红旗渠等
违规卷烟近 500 条，涉案金额 10万
余元，净化了节日市场环境。（高杰）

洛阳市

为应对“双节”期间涉烟违法行
为高发的特点，市烟草治理办积极组
织各县（市、区）工商、烟草、公安、邮
政等部门开展双节联合执法检查。

“双节”期间，洛阳市共开展执法检查
68次，出动人员 780人次、出动车辆
160台次，检查零售商户 9212户次，
办理案件 141 起，万元以上案件 7
起，共计查获卷烟6698条，其中真烟
5288条，假烟 1410条，案值 105.5万
余元，罚没款 6.89 万元，刑事立案 2
起，刑事拘留4人。 （司马丹）

焦作市

“双节”期间，焦作市共出动人员
282人次、车辆 70台次，检查零售商
户 981 户次，取缔无证商户 2户，查
办各类涉烟案件 37件，移交公安机
关 案 件 1 件 ，查 获 各 类 违 法 卷 烟
580.4条(其中假烟走私烟29条、非法
流通真烟 551.4 条),案值 2.44 万元，
查获烟机设备 2台，市场治理取得明
显成效。 （刘光辉）

三门峡市

为维护“中秋”“国庆”烟草市场
经营秩序，三门峡市工商、烟草、公安
等部门联合，共开展联合执法检查26
次，出动执法人员1291人次，检查零
售商户7379户次。查处各类涉烟违
法案件 55起，查获违规卷烟 3185.7
条,案值 84.43万元。检查物流寄递

企业 292 家，查处物流寄递包裹 16
件，查获非法流通真烟698条，假冒卷
烟436.6条。移交公安部门立案侦办
1起，假冒卷烟421.6条。 （李曜）

安阳市

“双节”期间，安阳市局针对节日
期间卷烟市场特点，将旅游景点、车站
等地列为重点，统筹兼顾卷烟打假。
全面加强市场监管，做到了节日放假
期间监管不断档、市场无盲区。共组
织集中行动15次，出动执法人员745
人次，出动执法车辆169台次，检查零
售商户 2672户次，取缔无证商户 19
户；查处违法案件28起，其中万元以
上案件1起；查获违法卷烟1071条，其
中非法真烟1061条，假私烟10条；案
值共计10.03万元，进一步净化了安阳
烟草卷烟市场环境。 （张文书）

南阳市

10月 1日至 7日，南阳市各县区
统一开展“国庆”烟草市场综合治理专
项行动。烟草、工商、公安等多部门联

合执法检查。对卷烟零售大户进行专
项执法检查，在高速路口对过往货车、
客车进行突击检查，严查超限量携带、
无证运输烟草专卖品行为。各县区针
对辖区物流寄递企业加大检查执法力
度，全力扼守物流寄递防线。10月 1
日至7日期间全市共计出动执法人员
610人次，出动执法车辆118台次，查
获案值10.7万余元。 （王宇）

济源市

为进一步维护卷烟市场经营秩
序，提高“双节”期间卷烟市场净化水
平，济源市烟草、工商行政执法人员
放弃节假日，持续开展节日卷烟市场
综合整治。“双节”期间，济源市共出
动车辆 160 余台次，出动检查人员
900 余人次，共检查商户 3400 余户
次，立案查处违法经营案件11起，查
收违法卷烟199条，联合取缔无证经
营8户，限期办证16户。 （吴君红）

重点地区抓严打 关键环节抓整治
——省烟草转型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市场治理组发言

坚守市场强监管 筑牢“双节”防火墙
“双节”期间，鹤壁市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

作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烟草
市场综合治理。 （郭亚霖）

图片新闻

罗南辉，1908年出生于四川省成
都市西郊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曾在水
烟铺做工。1926年进入川军江防军
第 7混成旅当兵。1927年秘密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所在部队从事兵运工
作。他团结教育下层士兵，组织成立

“士兵联合会”，同反动军官作斗争。
1929年 6月参加第7混成旅旅长邝继
勋等领导的遂宁县射洪嘴起义，任起
义军营长。后被党组织派往川军江防
军第2混成旅继续做兵运工作。1930
年 10月参与领导该旅一部在汉州（今
广汉）举行武装起义，任警卫大队长。

1930 年底，罗南辉赴四川万县
任中共川东特委军委书记，不久因叛
徒告密被捕。他在狱中立场坚定，机
智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始终未暴
露身份。出狱后，任中共四川省委除
奸小组组长，领导该小组处决了一批
叛徒、特务，保卫了党组织的安全。

1932年罗南辉任中共南充中心
县委军委书记，同年11月参与发动和
领导南部县升（钟寺）保（城）农民起
义。后奉派到川军第 29军做兵运工

作，1933年春率该军1个连起义，参加
红四方面军。同年 10月任新成立的
红33军副军长，率部参加了川陕苏区
反“六路围攻”。他担任前线指挥，率
部连续打退敌人二十余次轮番进攻，
歼敌四个团，俘敌近两千，取得红 33
军成立后的首战胜利。后指挥所部清
剿川陕边反动武装“神兵”的作战，取
得五战五捷、歼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
利，有力保卫了后方的安全。

1935年罗南辉参加长征，曾率部
担负筹粮任务。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地
区，他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
展群众工作，走村串户，收集、购买粮
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部队的需要。同
年11月，红33军与红5军团合编为红5
军，他任副军长。后在甘肃通渭指挥作
战中负伤。1936年10月，为掩护红四
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罗南辉奉命
率红5军担任后卫，他躺在担架上指挥
作战，在甘肃会宁华家岭一带阻击敌
人。10月23日在会宁县中川乡大墩梁
遭敌机轰炸，罗南辉壮烈牺牲，年仅28
岁。 （据新华社成都10月13日电）

□新华社评论员

在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美对华政

策演讲的两个月前，星巴克公司与阿里

巴巴集团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它将借

助阿里巴巴旗下平台和配送体系，在中

国提供全面外送服务。美国媒体解读

说：贸易战未能阻止美企在华发展的脚

步，“这足以证明中国国内市场的力量”。

在中国企业助力下，开拓中国市场

近 20年的星巴克，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商

业新探索。根据最新增长计划，它预期

到 2022 财年在中国内地总营收将达到

2017财年的 3倍多。

遗憾的是，尽管讲述中美互利共赢

的“星巴克故事”越发精彩，但它正从美

国一些政客的记忆中逐渐淡去，取而代

之的是一种哀怨而又自大的心态。美

国领导人的演讲将此展露无遗。他老

调重弹了中国的成功是“以牺牲美国利

益为代价”的“吃亏论”，并再度附和了

美国政府宣扬的“我们重建了中国”的

“美国恩赐论”。

这样的论调同美国政府一贯标榜

的“美国优先”以及美国领导人在演讲

中反复强调的美国“领导作用”一脉相

承，并不令人意外。只不过，如果“美国

优先”“美国老大”的执念太过强烈，就

转为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甚至走向“坏

的都是你造成的，好的都是我带来的”

的思想极端。

比如，美国领导人只说美国向中国

开放了市场并“把中国带进了世界贸易

组织”，却不愿提及入世后中国也向美

国更大规模、更深程度地开放了市场。

根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

出口较 2001 年增长 577%，远远高于同

期美国对全球 112%的出口增幅。但这

样的数据却被选择性回避。

比如，美国领导人认定中国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投资

推动的”，却不肯讲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

也获益颇丰。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华产

量占到其全球产量的 40%，美国高通公

司在中国市场获得的芯片销售和专利许

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 57%，高盛、运通、

美国银行等美国金融机构作为中国金融

机构的战略投资者赚到了不菲的投资收

益。但这样的事实也被选择性回避。

年均 9%以上的 GDP增速，7亿多人

口实现脱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贸

易国，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改革

开放 40 年，中国创造了被誉为“人类发

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奇迹”，引发了全球

对其成功原因的持久探究。对大谈特谈

“美国恩赐论”的美国政客们来说，应该

听听国际社会的公正评价。

建议美国领导人读一读有关媒体

所讲述的中国研究人员在极其艰苦的

条件下创业的故事，听一听德国教授奥

勒·德林提到的中国社会具有“根深蒂

固的勤劳和勤学美德”的观点，了解一

下印度经济学教授姆里蒂乌乔伊·莫汉

蒂对中国共产党“成功顺应环境变化推

出合适战略”的评价，华尔街高管史蒂

文·拉特纳对确保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

“混合体制”的关注，以及新加坡《联合

早报》关于政治制度在中国成功中发挥

了“最重要作用”的观点。

任何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都是靠自

己。中国的成功靠的是中国人民的辛勤

劳动，而不是别人的施舍与恩赐；中国的

成功靠的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某些美国领导

人和政治精英追求的“自由中国”之路。

当然，中国的成功离不开与世界各

国的互利合作，其中美国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只面

向美国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增长只依赖

美国的投资。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面向

全世界的开放，是向各国学习和借鉴人

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开放。

关注一下现实，更加明白：在中国

贸易伙伴扩展至 2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成为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贸易

伙伴的今天，占据中国外贸总额 85%的

中国对美之外的国际贸易，同样意义重

大且前景广阔。

中国的发展道路，谁最有发言权？

中国的发展成就，谁是主要创造者？答

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民。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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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南辉：喋血长征的青年将军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诚信建设万里行

谁书写了中国成功故事

濮阳 让诚信守护城市未来
据新华社深圳 10月 13日电 记

者13日从深圳证券交易所获悉，深交
所日前发布《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及
实施情况公告格式》和《上市公司回购
股份预案及实施情况公告格式》，持续
规范市场热点事项的信息披露要求。

今年以来，部分上市公司披露了
大股东及董监高增持股份计划或回购
股份方案，引起市场关注。深交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提高上市公司披露股份
增持计划和股份回购预案的完整性、准
确性，确保股份增持、回购行为的审慎
性，深交所梳理总结日常监管中发现
的问题，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要求。

《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及实施
情况公告格式》基于信息披露完整性
和持续披露原则，从计划增持主体基
本情况、增持计划主要内容、增持计
划实施风险、增持计划实施情况四个
方面对相关信息披露作出具体要
求。《上市公司回购股份预案及实施
情况公告格式》从回购预案的主要内
容，回购预案的审议、实施程序及风
险提示，回购方案实施进展三个方面
对相关信息披露作出明确要求。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市公
司及相关股东、董监高，在制定回购、增
持计划时应量力而为，合理评估可执
行性，切实履行诚实守信义务，不得通
过忽悠式增持、回购，损害投资者利益。

深交所发布增持及回购公告格式

规范热点事项信息披露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