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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维权意识强 崤函红盾谱新篇
——三门峡市工商局平安创建侧记
□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高向明/文图

今年以来，三门峡市工商
局在市委市政府和综治委的
正确领导下，以“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为统领，认真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综治和平
安建设工作的各项决策部
署，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
职能作用，紧紧围绕全市工
作大局，在深入开展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有力促进了全市社会
大局稳定，先后被市法制办
及依法行政领导小组办公室
评为“2015 年度政府法制工
作先进单位”，被市委市政府
评为“2015 年度平安建设工
作先进单位”，被省文明委评
为“ 省 级 文 明 单 位 ”标 兵 单
位，被省依法行政领导小组
办公室评为“河南省服务型
执法示范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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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维权覆盖面，
提升了消费维权效能。
加强消协组织建设。三门峡市消协通
过官方微信平台，发布消费警示 50 余篇，调
解处理消费者投诉 47 起，调解成功率 100% ，
创新社会管理，
构建和谐助平安
消费者满意度 100%。2016 年 4 月，市消协被
持续开展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印发《三
门峡市创建“无传销城市”活动实施方案》， 三门峡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表彰为
对 40 个社区进行了认真排查，联合公安部门 “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市消协消费维权志愿
服务项目被三门峡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查处传销窝点 8 个，遣散
员会表彰为“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
传销人员 70 余人，解救被困传销人员 6 人，移
推进职能转变，
支持发展推平安
交司法机关传销案件 1 起，组织开展“抵制传
销、净化校园、共创和谐”大学生万人签名活
该局把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作为
动，在全社会积极营造抵制传销，远离传销
2017 年工商工作的重中之重。
的良好氛围。
有序推进“五证合一”改革。在总结“三
积极引导规划直销行为。对 5 家直销企
证合一”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加强与社
业和非区企业进行了实地检查，通过听取企
保、统计部门的联系沟通，
自2016年10月1日
业负责任人的情况汇报，查阅企业经营及制
起，
“五证合一”
全面实施，
企业办理注册登记少
度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资料，察看经营店面的
跑3个部门6趟、
少交材料16份、
少填数据92项，
具体销售情况，对直销服务网点和专卖店的
最多5个工作日即可领照，
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
违规行为和做法及时进行纠正。
得到了有效提升。截至2016年12月底，
全市共
深入排查非法集资风险。2016 年 3 月 28
发放“五证合一、
一照一码”
营业执照1965份。
日至 4 月 1 日，按照三门峡市委、市政府和市
积极探索营业执照代办。与工商银行、
处非办统一安排，联合市公安局、市城管局、 建设银行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举办“代
市工信局等 17 家单位成立 7 个集中行动组， 办工商企业营业执照业务培训会”，在银行
14 支排查队伍在市区范围，深入开展非法集
服务窗口设置了“河南企业通绿色专柜”，探
资风险排查集中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1060
索实行在三门峡市银行各营业网点为企业
人次，排查企业商户 4317 家，发放《非法集资
免费代办营业执照，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共
风险告知书》4303 份，签订《远离非法集资活
代办营业执照 230 张。
优化市场环境，
维护秩序强综治
动承诺书》2700 份，张贴《防范打击非法集资
放宽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核准。按照
“非
经济领域各类违法活动是社会稳定的
活动通告》1425 份，排查出涉嫌非法集资活
禁即入、
便民高效、
规范统一、
宽进严管”
的基本
隐患。该局紧紧围绕市场经营秩序，加大行
动线索 8 条，有力净化了金融市场环境，维护
原则，
凡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的服务行业和经
政执法力度，
着力净化市场环境。
了社会稳定。
营项目，
全部向社会资本开放；
冠名省企业，
只
市场秩序总体平稳，潜在风险得到有效
要达到国家规定的相应标准，
企业不需跑郑州，
强化消费维权，
化解矛盾保平安
防范。紧紧围绕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关心、
在市工商局即可办理名称核准登记，
让企业节
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立足工商行政管理
加大商品抽检力度。按照省工商总局
省出大量的人力物力，
用于生产和经营。
职能，先后开展了“打假冒保春耕”、清除无
工作部署，制订 2016 年度流通领域商品质量
认真履行“双告知”职责。按照“先照后
照经营、整治不正当竞争行为等专项行动， 抽检计划，组织对婴幼儿服装、儿童服装、儿
证”
改革要求，
全面实行
“双告知”
制度，
该局在
截至目前，查处取缔 906 户，督促指导各类市
童玩具、儿童自行车、婴幼儿洗护用品，家用
办理营业执照时，
提醒市场主体的法定代表人
场主体办理营业执照 3270 户，立案查处农资
插座、装修板材等 31 种重点商品，共 103 个批
或其授权人，
其拟从事的事项中如有需要获得
案件 30 起，不正当竞争案件 13 件，违法广告
次进行了抽检。下一步，该局将根据抽检结
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的，
应当尽
案件 19 起、假冒侵权案件 6 起，有效净化了市
果，
对依法不合格产品进行查处。
快到相应审批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并现场签署
场环境，
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稳定。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进一步规范热线
在市场主体办理登记注册后，
及时将
抓好企业信息公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受理工作，
以
“五率”
抽查为重点，
着力提升维 《承诺书》；
登记注册信息告知同级相关审批部门，
告知其
有效推进。通过河南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
权效能。截至年底，
全系统共受理各类申诉举
依据职责进行后续的审批和监管。
公示企业95746户，
行政处罚信息565条；
股权
报 7067 件，
其中咨询 5705 件、
投诉 1181 件、
举
三门峡市工商局今年以来在整顿和规
出质信息128条，
动产抵押信息公示138条；
抽
报140件、
检举41件，
挽回经济损失35万元，
全
范市场经济秩序、化解纠纷矛盾、强化社会
查检查信息2461条，
有力推动了
“宽进严管”
和
部做到了
“有访必接、
有信必办、
有案必查”
。
管理创新等方面成绩突出，在今后的工作
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全市年报综合公示率达
完 善消费维权网络。按照省工商总局
中，更加勇于担当社会使命，在平安建设和
99.67%，
在全省18个省辖市中排名第一。
“八个一”标准，进一步加强和推进 12315“五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作出新的成绩，把
开展夜市整治专项行动，市容市貌有效
进”
规范化建设。今年，
全市共规范建立各类
综合治理工作推向更高阶段，为建设黄河三
改善。按照全市统一安排，自 2016 年 7 月 17
维权服务站（点）129 个，其中商场 24 个、市场
门峡、美丽天鹅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日开始，与三门峡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环
13 个、
超市 19 个、
企业 64 个、
景点 9 个，
扩大了
健全的工作体系是综治和平安建设工
作的保障。三门峡市工商局始终把综合治
理工作作为服务经济发展、加强市场监管、
树立部门形象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保证来
抓，建立并完善了一套加强系统综合治理的
工作机制、责任体系和奖惩措施。
组织领导不断加强。该局党组定期召
开党组会议，听取综治工作汇报，研究解决
系统稳定和重大信访问题。班子成员“一岗
双责”协同抓，在系统上下形成了完善的工
作领导体系，营造了抓综治、保稳定、促发展
的浓厚氛围。
责任分工进一步细化。下发《关于调整
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
知》，
明确三门峡市工商局党组书记、
局长赵冶
钧为第一责任人，
下发《
〈关于印发2016年三门
峡市工商局系统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要点及
责任分工〉的通知》，
将任务分解到科室，
责任落
实到个人，
融入到业务工作之中，
与各项业务工
作一起研究、
一起检查、
一起部署，
通过业务工
作的深入开展，
扎实推进综合治理工作。
目标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坚持将综合
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
三创一建活动纳入机关
和全系统的年度目标考核体系，
加强督察督办
力度，
对工作不力的单位实行
“一票否决”
。

保局对夜市扰民、店外经营等经营行为开展
集中整治，共检查商户 105 家，规范 95 家，查
处 10 家，受到社会群众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