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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平顶山市金来源商贸有限公司等35户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对所持有的平顶山市金来源商贸有限公司等35户不良债权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次公告债权共35户，涉及本金及利息等相关权益截止至2019年 5月 20日（债权基准日）共计为人民币62835.06万元，其中本

金53605.02万元、利息8843.36万元、垫付费用386.69万元。债权项目分布在河南省的平顶山、郑州、新乡、洛阳、南阳等地区。资产
明细表如下：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我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
案作适当调整，既有可能对整体资产组包处置，也有可能分拆组包或
单户处置。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
登录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zyamc.net或中原金融
资产交易中心网站：www.ccfaex.com查询，或与以下交易联系人接
洽。如有购买意向，缴纳一定数额保证金并与我公司签订相关保密协
议后，可查询具体项目档案。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
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关联人或
者上述人员及其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上述人员有亲
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有疑问
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曹女士 0371-61779619
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才高街6号
邮编：450018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371-61771789
监督管理部门：
河南省财政厅国有金融资本监管处 0371-65802225
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0371-69690817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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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平顶山市金来源商贸
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益教磨料磨
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
限公司

圣光医用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

平顶山市广利达商贸
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鲁山亚星炭
素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中宏康馨农业有
限公司

平顶山市中润贸易有
限公司

平顶山市国邦新材料
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金太贸易有
限公司

平顶山市宇鑫泰建材
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宇鑫泰实业
有限公司

河南光宇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平顶山保航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河南国恒建筑安装有
限公司

平顶山市博爱商贸有
限公司

平顶山市一鼎鲜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新乡市雯德翔川油墨
有限公司

新乡市新运交通运输
有限公司

巩义市同创电子器材
有限公司

资产
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本金
（人民币/元）

2,899,894.89

3,881,000.00

10,000,000.00

19,964,762.68

19,994,312.22

4,999,880.00

10,000,000.00

9,998,215.30

9,902,490.63

5,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2,000,000.00

4,000,000.00

5,000,000.00

18,000,000.00

4,259,000.00

4,499,999.94

12,000,000.00

4,000,000.00

6,989,606.21

14,999,500.00

6,999,637.88

3,100,000.00

3,500,000.00

8,999,970.00

28,000,000.00

11,372,295.40

20,498,405.97

10,999,997.94

9,232,000.00

债权利息
（人民币/元）

294,707.93

435,312.27

340,266.66

802,333.33

2,464,303.32

596,906.19

1,040,133.32

1,082,474.00

892,011.76

445,875.00

891,750.00

882,083.33

894,166.67

292,900.00

646,044.96

806,925.03

2,499,565.33

784,321.59

887,400.00

2,079,300.00

678,600.00

1,331,595.35

3,411,635.35

1,113,059.08

367,915.05

420,166.97

2,939,461.18

6,659,976.87

1,260,319.37

3,822,393.90

2,044,125.08

349,970.82

担保情况

由平顶山吉平彩印纸箱包装有限公司、王刚伟、郭晓沛、刘卫青、王俊刚、徐淑珍、李洵、
于晓燕、秦晓兵、河南天润真露饮料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由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平顶山世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刘媛、周俊峰、关
付学、张登科提供保证担保

由平顶山嘉成包装有限公司、圣光医用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神行保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洁利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周运杰、夏俊云、李俊磊、柯锐、李红侠提供保
证担保

由平顶山嘉成包装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另追加圣光医用制品有限公司、平顶山洁利
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平顶山神行保健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自然人李俊磊、周运杰、李红
侠、夏俊云、柯锐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由黄洋铜业有限公司、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周运杰、李红侠、黄海、黄雅玲、李俊
磊提供保证担保

由黄洋铜业有限公司、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周运杰、李红侠、黄海、黄雅玲、李俊
磊提供保证担保

由黄洋铜业有限公司、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周运杰、李红侠、黄海、黄雅玲、李俊
磊提供保证担保

由黄洋铜业有限公司、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周运杰、李红侠、黄海、黄雅玲、李俊
磊提供保证担保

由黄洋铜业有限公司、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周运杰、李红侠、黄海、黄雅玲、李俊
磊提供保证担保

由黄洋铜业有限公司、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周运杰、李红侠、黄海、黄雅玲、李俊
磊提供保证担保

由黄洋铜业有限公司、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周运杰、李红侠、黄海、黄雅玲、李俊
磊提供保证担保

由黄洋铜业有限公司、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周运杰、李红侠、黄海、黄雅玲、李俊
磊提供保证担保

由黄洋铜业有限公司、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周运杰、李红侠、黄海、黄雅玲、李俊
磊提供保证担保

由平顶山市新凯利商贸有限公司、韩广黎、杨豪、王留标、常国良提供保证担保

由河南方圆炭素集团有限公司、肖伟、徐晓红、石欣、李健伟提供保证担保

由河南方圆炭素集团有限公司、肖伟、徐晓红、石欣、李健伟提供保证担保

由河南宏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机之源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程传红、段红芳、段
军伟、廖杭发提供保证担保、段军伟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由平顶山市润丰未来快捷酒店有限公司、平顶山水生源酒店有限公司、刘向辉、孙书丽、
宋会彬、刘向丽、张松利提供保证担保,张松利在润丰未来酒店的股权（1.种类：股权；2.
价值：1000万元）、刘珂珂在润丰未来酒店的股权（1.种类：股权；2.价值：500万元）提供
质押担保

由平顶山市中立混凝土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泽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陈国栋、韩战东、肖
鹏、尹广伟、郭浩提供保证担保

由平顶山市中立混凝土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泽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陈国栋、韩战东、肖
鹏、尹广伟、郭浩、张亮亮、陈明军提供保证担保,韩战东在国邦的股权（2775万元）、深圳
市圳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国邦的股权（2775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由平顶山市中立混凝土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泽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陈国栋、韩战东、肖
鹏、尹广伟、郭浩、张亮亮、陈明军提供保证担保,韩战东在国邦的股权（2775万元）、深圳
市圳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国邦的股权（2775万元）提供质押担保、国邦建材的房产及
土地提供抵押担保

平顶山市源东实业有限公司、平顶山市瑞姿商贸有限公司、黄军建、吴瑞红、李海东、吴
瑞莹、吴玉亭

平顶山市虹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平顶山市虹昊门业有限公司、任娈平、李海军、王献
政、杨晓红、高延军

平顶山市虹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平顶山市虹昊门业有限公司、任娈平、李海军、王献
政、杨晓红、高延军

袁志明名下房产抵押（A1.位置：中兴路南段西南环路北环城宾馆3层；2.面积：529.42㎡；
B1.位置：中兴路南段西南环路北环城宾馆4层；2.面积：592.41㎡）、保证人朱跃彩、刘冠
军、刘爱军、袁志明

由袁志明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1.位置：中兴路南段西南环路北环城宾馆1、2层；2.面积：
820.30㎡）、追加袁志明、刘爱军、董乐、陈晨提供保证担保

由于联合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1.位置：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翠竹街1号35楼
1单元1-8层 01号；2.面积：2338.13㎡）、另追加河南居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彦峰、
于联合、邢伟琴提供保证担保

由刘永亮四处房产（A1.位置：许昌市魏都区南关大街；2.面积：647.57㎡；B1.位置：许昌市
魏都区南关大街；2.面积：1005.92㎡；C1.位置：许昌市魏都区南关大街；2.面积：739.90㎡；
D1.位置：许昌市魏都区南关大街；2.面积：1881.69㎡）提供抵押担保，由刘永亮、刘来义、
武会玲、刘亚平、张小丽、李亚提供保证担保

由何红涛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A1.位置：平顶山市新华区中兴路19号院1号楼1-3
层商铺；2.面积：1149.42㎡;B1.位置：新华区光明路3.2号院底商楼1层门洞1、2、3间商
铺；2.面积：179.95㎡），追加何红涛、郭水英、徐贵芳提供保证担保

河南新乡华宇电磁线有限公司、新乡市富日树脂有限公司、王雯德、郭杰英提供保证担保

河南省华方通医药有限公司、河南李烨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董自文提供保证担保

河南省盐业担保有限公司、付彦刚提供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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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郑州市神阳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九发高导铜材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绿能高科有限
责任公司

河南恒丰钢缆有限公司

洛阳康达药业有限公司

洛阳源流汽车有限公司

洛阳卓阳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洛阳市豫龙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洛阳宝骐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南阳嘉鹏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河南华祥光学集团有限
公司

淅川县汇众冲压件有限
公司

新乡市天光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美味思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平顶山市博智商贸有限
公司

资产
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

债权本金
（人民币/元）

19,469,506.60

9,990,179.88

49,999,955.13

20,000,000.00

7,999,705.85

3,000,000.00

499,991.54

3,0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3,000,000.00

9,000,000.00

10,000,000.00

18,000,000.00

4,5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8,999,996.55

32,999,900.00

9,500,000.00

536,050,204.61

债权利息
（人民币/元）

1,685,747.13

971,219.36

2,955,574.11

162,137.62

1,882,339.48

426,300.00

71,049.51

479,660.00

79,920.86

76,716.04

461,680.00

984,488.14

2,008,878.49

5,345,470.25

610,087.06

1,534,479.36

1,628,168.73

4,512,761.63

16,524,390.32

2,574,483.10

88,433,550.90

担保情况

通许县经纬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郑州威尔克科技有限公司、郑州晨曦出租车有限公司、钟波、钟霖
提供保证担保

鄢陵金汇铜材加工有限公司、鄢陵九天服饰有限公司、许昌华创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富鼎提供保
证担保

绿能高科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绿能高科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绿能物流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河南铂思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焦俊锋、王会卿、谢晓鸽提供保证担保

河南省康宝医药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河南省恩鼎医药有限公司)、洛阳本草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史洛
银、马宇、马青利、马育民、宋新、吕颖辉、张爱玲、杨成彬、杨素粉提供保证担保

洛阳市豫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洛阳卓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张波、程丽、程萍、宋栋、宋合青、焦琳
琳、肖德斌、朱红霞、朱晓静提供保证担保

洛阳市豫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洛阳卓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张波、程丽、程萍、宋栋、宋合青、焦琳
琳、肖德斌、朱红霞、朱晓静提供保证担保

洛阳源流汽车有限公司、洛阳市豫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朱晓静、肖德斌、朱红霞、张波、程萍、程
丽、宋栋、宋合青、焦琳琳提供保证担保

洛阳源流汽车有限公司、洛阳市豫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朱晓静、肖德斌、朱红霞、张波、程萍、程
丽、宋栋、宋合青、焦琳琳提供保证担保

洛阳源流汽车有限公司、洛阳卓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肖德斌、朱红霞、朱晓静、宋栋、宋合青、焦琳琳、
张波、程萍、程丽提供保证担保

洛阳源流汽车有限公司、洛阳卓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肖德斌、朱红霞、朱晓静、宋栋、宋合青、焦琳琳、
张波、程萍、程丽提供保证担保

河南龙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洛阳众山伟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雷正山、刘春玲、刘凯伦、王佩、王
重阳、张磊提供保证担保

河南陆德筑机股份有限公司、王合军、张航提供保证担保

河南龙腾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华祥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学祥、李婉云、付保强提供保证担保

淅川县香花震宇辣椒制品有限公司、淅川县昭原机械厂、郭宏伟、杨会敏、王震提供保证担保；郭宏伟个
人在淅川县汇众冲压件有限公司的1100万元股份质押，质权登记编号：411326201700000007

河南新乡华丹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张广霞、王新彬提供保证担保

河南新乡华丹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张广霞、王新彬提供保证担保；河南三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平
原路399号柯欣居营住楼2区1单元10层中户（新房权证新乡市字第201100596号）房产提供抵押担
保，面积128.5平方米；河南三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平原路399号柯欣居营住楼2区1单元10层
东户（新房权证新乡市字第201100592号）房产提供抵押担保，面积173.11平方米；张广霞和王新彬名
下位于平原路399号柯欣居营住楼2区1单元10层西户（新房权证新乡市字第201018701号）房产提
供抵押担保，面积342.5平方米；刘莉和刘胜名下位于平原路399号柯欣居营住楼2区1单元9层东户
（新房权证新乡市字第201337076号）房产提供抵押担保，面积173.11平方米；刘莉和刘胜名下位于平
原路399号柯欣居营住楼2区1单元9层中户（新房权证新乡市字第201337078号）房产提供抵押担
保，面积128.5平方米

由河南浩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追加杨爱萍名下房产（1.位置卫东区建设路中段58号院
综合楼；2.面积：3270.80㎡）提供抵押担保，追加河南世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孙新富、杨爱平、孙士
青、孙亚彬、王世成、王朝伟提供保证担保

由杨爱萍名下房产（1.位置卫东区建设路中段58号院综合楼；2.面积：3270.80㎡）提供抵押担保,追加河南
世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南浩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孙新富、杨爱平、孙士青、孙亚彬、王世成提供保
证担保

由平顶山市顺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一位于建设路北体育路东顺祥鹰
都商城（I段）1-8轴线四层，平房权证字第0401010352号，面积2152.23平方米；抵押物二位于建设路
与体育路交叉口顺祥鹰都商城 I段 8-14轴第4层，平房字第15157号，面积1951.20平方米]，追加平顶
山市顺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顺祥、王顺民、王志勇、田翠芹、胡海关、胡松丽提供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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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烟草市场
治理打假举报电话

本期关注

重心下移努力开展烟草市场治理出彩工作系列（一）

□本报记者 张建武
本报通讯员 鲁苡蕙 宋志鹏

栉风沐雨，步履铿锵，烟草市场
综合治理工作一直在路上。

回首今年上半年河南省市场监
管系统借助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强劲东风和压倒态势，烟草市场综
合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 6月
底，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共开展集中行
动 7800余次，出动执法人员 21.4万
人次，检查卷烟零售商户 111.6万户
次，取缔无证经营1400余户；查处涉
烟案件 1.6万件，查获违法卷烟 59.5
万条，案值9676万元；捣毁制假窝点
45 个，查处烟机设备 35 台、烟丝烟
叶 161 吨；移交公安机关案件 201
件，拘留247人，逮捕91人，判刑129
人；漯河、许昌、周口等地联合查办并
破获“4·17”特大制售假烟系列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 10 名，涉案价值
2000余万元，有力打击了卷烟制假

犯罪活动，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
打击制售假烟网络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为我省发来贺电。

高站位保障机构改革期间
组织领导

今年以来，河南省市场监管系统
围绕“巩固成果、防止反弹、着眼长
效、彻底根治”的工作目标，针对机构
改革新情况，及时调整充实烟草市场
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深化同公安、烟
草局、中烟公司、交通、邮政等部门的
协作配合制度、信息沟通制度及联席
会议工作制度，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责任落实，保证各级烟草市场“治理
办”在改革期间机构不撤、人员不少、
工作不断、干劲不减，再掀烟草市场
综合治理新高潮。郑州市市场监管
局挂牌成立后组织各成员单位每月
召开烟草市场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及
时制订工作计划，将各单位职责细
化、量化、责任化，研究解决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难题，凝聚执法合力。新乡
市以机构改革为契机，不等不靠，克
服影响继续积极履行市场监管部门
的牵头作用，充分发挥烟草市场监管
的联动机制，完善全年烟草综合治理
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市场监管、烟草、
公安、交通、邮政部门开展全市各类
涉烟违法行为专项治理行动，并组织
五部门执法人员进行涉烟违法行为
查处业务技能培训。信阳市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主动发挥牵头作用，专门
抽调多名执法人员常驻烟草部门，全
天候配合烟草专卖执法检查，利用系
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将每次专
项行动期间严重违法的零售商户信
息录入平台，进行失信惩戒，并推进
市场监管、烟草联合执法机制向基层
延伸，建立辖区所与烟草稽查队之间
的联合机制，积极探索农村市场监管
的经验做法。

高标准推进河南重点地区
卷烟打假

我省紧紧围绕彻底根治全省卷
烟制假这一总体目标，始终保持卷烟
打假高压态势、雷霆声势和强大攻
势，对漯河、许昌、平顶山重点地区实
施全方位、不间断的防控和严打，筑

牢“重点地区”“毗邻地区”“省际边界
地区”三道防线，形成全省齐抓共管、
打防并举、道道设防、层层拦截的卷
烟打假新格局，真正构建起以打为
主、打防拦三位一体的长效机制和

“打得准、防得严、拦得住”的全省协
同作战新局面，实现卷烟打假从“遏
制”到“根治”。漯河市结合全省物流
寄递行业涉烟违法行为专项治理和
三相电用户排查治理行动，各县区政
府联合公安、烟草、市场监管等部门，
迅速组建联合执法队伍，进驻重点乡
镇，积极开展排查行动。同时在重点
路口及区域设卡布控，严查可疑车辆
和人员，杜绝制假设备和物料流窜。
今年以来共查获涉烟案件224起，捣
毁制假窝点 12个，查获各类制假设
备 14台，假冒卷烟 343.21万支。许
昌市扎实开展卷烟打假“围歼”、“严
管违法卖烟大户”、“莲城风暴”真烟
非法流通治理、“利剑 2019”新型烟
草制品治理等专项行动，全面落实一
户一码，强化大户监管措施，及时排
查异常商户、注销“虚拟账户”、全面
清除“僵尸户”，从根本上治理“串码
烟”销售行为。今年以来共捣毁制假
（藏匿）窝点 15 个，查获违法卷烟
678.54万支、烟叶烟丝 28.89吨。平
顶山市按照“假烟源头未追到不放
过、网络链条未查清不放过、案件主
犯未严惩不放过”的要求，围绕“巩固
成果、除恶务尽”目标，追根溯源、深
挖严打。改良推广烟草打假“六大

员”工作模式，通过整合联合执法资
源，以村委会为依托，结合制假重点
地方实际，把打假工作向最基层延
伸，从源头上制止真烟非法流通行为
的发生。今年以来共检查卷烟零售
商户8万余户，办理各类涉烟违法案
件1023起，并将2018年至今查获的
假冒卷烟共2471万支进行公开填埋
销毁，邀请电视台、公证处等多家单
位全程参与监督。

高水准破解涉烟违法活动
反弹反复难题

根据今年河南省烟草业转型升
级年度工作推进会议精神，面对当前
烟草制假售假的新形势、违法犯罪活
动的新表现，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牵
头，省烟草局、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
厅、省邮政管理局协同推进，联合研
判、联合执法，积极破解涉烟违法活
动反弹反复难题。一是坚持烟草打
假与扫黑除恶专项工作相结合，深挖
卷烟制假窝点以及背后涉黑涉恶势
力，注重两法衔接，加大破网追刑力
度，狠抓大要案件办理，坚决铲除涉
烟违法活动背后“保护伞”，斩断卷烟
制假的利益链条。今年以来全省市
场监管系统积极配合公安、烟草部门
开展“围歼一号”专项行动，结合制假
重点地方实际，把打假工作向最基层

延伸，建立“全覆盖、无死角”日常监
控体系——“六大员”防控模式，针对
卷烟制假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在防制
假反弹、转移上起到了十分特殊的作
用。同时按照涉烟违法活动“主犯不
抓获不放过、团伙利益链不打掉不放
过、‘保护伞’不挖出不放过”的要求，
对制售假烟人员坚决一查到底、一网
打尽，实现抓逃追刑的新突破。截至
6月底共捣毁制假窝点45个，移交公
安机关案件 201件，拘留 247人，逮
捕 91人，判刑 129 人。二是抓好涉
烟活动的延伸打击，卷烟制假产业链
涉及原辅材料采购、生产、运输、销售
等多个环节。注重向制假产业链的
上下游延伸，把卷烟打假延伸到机器
设备的生产渠道，延伸到假冒卷烟包
装及原辅材料的供应环节，全面铲除
制假分子赖以滋生的土壤，实现全链
条打击。今年全省共查处烟机设备
35 台、烟丝烟叶 161 吨。三是全力
打击“互联网+物流寄递”新领域涉
烟违法活动。市场监管、公安、烟草、
邮政和交通五部门树立“一盘棋”思
想，主动与互联网龙头企业合作，持
续加大互联网涉烟监管力度，深入清
理微信、QQ等自媒体平台违法涉烟
经营信息，有效净化互联网环境，进
一步遏制寄递环节涉烟违法犯罪活
动高发势头。今年以来，全省在“互
联网+物流寄递”领域共查获违法包
裹6300余个，违法卷烟2.64万条，案
值775万余元。

目前距离2020年完成转型升级
“双千亿”的目标任务只有不足两年
时间，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
更陡，今后，我省烟草业转型升级任
务依然艰巨，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正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有
丝毫自满情绪和懈怠心理。全省市
场监管系统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坚持目标不动摇，进一步统一
思想认识，坚定发展信心，齐心协力、
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将以更加积极
主动的作风状态和更加优异的打假
成果，为全省经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烟草市场综合治理
重点在基层系列（十一）

去年以来,叶县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烟草业转型升级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端
窝点、断源头、清市场、腾空间”的治理总要求，
持续深入开展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烟草业
转型升级成效显著。

勠力同心，建立了烟草市场综合治理的新机
制。叶县烟草治理工作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公
安、烟草、邮政、交通、电业等部门通力协作，建立
了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立体式监管体系。
叶县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办公室在乡村建立
由市场监管所所长、烟草稽查队队长、村治保主
任、村电工、乡包村干部、包片民警组成的卷烟打
假中心工作站，群众亲切地称他们为“六大员”，由
他们负责对重点场所、重点人员等进行日常管
控，对群众进行经常性的教育引导；同时，叶县将
重点乡镇的卷烟打假工作纳入乡（镇）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重点乡镇分别成立联合打假办公室，
建立了卷烟打假防控治理的前沿阵地。

履职尽责，完善了烟草市场综合治理的新
体系。叶县努力构建交叉监控、信息多重、快速
反应的卷烟制售假治理防控体系。利用村广
播、墙体漫画、打假通告、宣传单、墙体标语等方
式，曝光典型案例，开展喜闻乐见、形式多样、通
俗易懂的宣传教育。建立全县重点场所、重点
商户和重点人员电子信息库，创建卷烟打假电
子技术应用平台，实现重要信息查询自动化、巡
查记录微机化，切实提高了打假工作效率。通
过指挥平台对各卡口过往车辆进行 24小时监
控、分析，筛选可疑车辆。

担当作为，烟草市场综合治理打了大胜
仗。各成员单位加大检查频次，开展错时检查、
突击检查、交叉检查和暗访检查，始终保持市场
检查高压态势。抽调精干力量，成立市场大案
侦办小组，配备望远镜、执法记录仪等办案器
材，租用车辆，对列入黑名单的重点商户实施蹲
点守候、动态监控。对重点违规商户采取停止
供货、停止营业的“双停”措施，协调公安机关对
其进行传讯教育，增强震慑力。

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截至目前，市场监
管方面，叶县共查处案件 334起，查扣卷烟 299
万支，案值达 136万元，市场净化水平位居平顶
山市前列。卷烟打假方面，共打掉3个大型制假
窝点，查获制假烟机 4台，散支假烟 186万支以
及大量的制假原辅材料，总案值达 128万元，刑
拘10人，逮捕6人，判决3人，卷烟打假形势基本
稳定。大案要案办理方面，“8·17”烟丝制假网
络案件圆满结案，该案累计涉案金额1192143.7
元，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人，其中，刑拘6人，逮
捕12人，判决11人，另案处理1人。 （叶宣）

重拳打假促发展 铁腕整治兴豫烟
——上半年全省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综述

叶县

综合治理助烟草转型发展

7月10日上午邓州市人民政府召开下半年烟草业转型升级工作推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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