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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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我省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2018年烟草业转型升级工作和烟草市场综合治

理工作各项部署，按照“端窝点、断源头、清市场、腾空间”的工作总要求，坚持“政府领导、部门联合、多方参与、密切协作”，使我省烟草市场综合治理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规范稳定了我省烟草市场，假冒伪劣、走私等一系列烟草违法行为得到了明显遏制，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2018年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收获丰硕
——省辖市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盘点

■郑州市

2018年，郑州市烟草市场综合治理
工作，截至 12 月底，共组织集中行动
2530次，出动执法人员 21481人次，执
法 车 辆 4880 台 次 ，检 查 零 售 商 户
244081户次，取缔无证商户291户。查
处涉烟案件2521件，其中超5万元案值
案件163起，无证立案656起，移交公安
机关案件76件，拘留涉案人员40人，逮
捕 9 人，判刑 7 人。查扣假烟走私烟
61831.5 条、非法流通卷烟 191992条，
案值 3965.3 万元，罚没款 165.6 万元。
捣毁制假窝点数 2个，查处烟机设备 2
台、烟叶烟丝44.98吨。 （张志升）

■开封市

2018年，开封市工商、烟草系统在
充分发挥“政府领导、部门联合、多方参
与、密切协作”综合治理机制作用下，多
次牵头组织开展烟草市场综合治理活
动，有力管控了市场、净化了环境、营造
了氛围。2018年，开封市全年共查处违

法违规大户6户，查获违规卷烟62.74万
支；拦截物流寄递涉烟包裹632单，涉及
卷烟80.97万支；在日常监管中，查处涉
烟案件938起，查获违规卷烟857万支；
办结2起符合国标网络案件，其中尉氏
县4·14物流网络案件被公安部、国家烟
草专卖局列为部级督办案件。 (高杰)

■洛阳市

2018年，洛阳市共开展烟草市场治
理集中行动 1630次，取缔无证无照商
户662户，查获各类涉烟违法案件2744
起，其中 5万元以上案件 36起，物流寄
递涉烟违法案件750起，查扣各类违法
卷烟68838.64条，案值 969.71万元，查
获违规烟叶8吨，收缴制烟设备6台套，
刑拘 24人，逮捕 19人，判刑 8人，其中
省内首例“7·12”互联网销售加热不燃
烧新型烟草制品案件，涉案金额达2500
余万元，涉及 12个省、17个地市，刑事
拘留6人，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烟草专卖
局、公安部督办案件。 （司马丹）

■南阳市

2018年，南阳市烟草市场综合治理
工作，全年共计开展执法行动1941次，
出动人员 23920 人次，出动车辆 5583
台次，检查零售商户231419户次，取缔
无证商户91户，查处案件4541件，移交
公安27件，查获假冒卷烟45837条，串
码烟 33560.7条，案值 1439万元，罚没
款35.7万元，捣毁制假窝点3处，查获烟
机设备10台，拘留58人，逮捕21人，判
刑 29人。2019年伊始，南阳市烟草治
理办将继续树立大局意识、担当意识，扎
实的干、勤勉的学，力争干出南阳烟草市
场综治工作新亮点、新业绩。 （王宇）

■许昌市

2018年，许昌市烟草市场综合治理
工作，截至 12 月底，共开展集中行动
1791次，出动执法人员 67009人次，车
辆11761台次，检查各类卷烟经营商户
206017 户次，取缔无证无照商户 196
户；查办各类涉烟违法案件2078件，移
交 公 安 机 关 35 件 ，假 烟 走 私 烟
131291.4 条，非法流通真烟 46089条，

案值 2363.68万元，罚没款 18.86万元，
捣毁窝点73个，查获烟机设备21台，烟
叶烟丝 44.748 吨，拘留 95人、逮捕 37
人、判刑39人。 （李鹏）

■新乡市

2018年，新乡市全市烟草市场综合
执法人员集中行动 1507次，出动人员
12690人次，出动车辆 3512车次，检查
零售商户 131999户次，取缔无证经营
307户，查办各类卷烟违法案件840件，
查获各类违法卷烟 49799.9 条(其中假
烟、走私烟 7203.5 条、非法流通真烟
42596.4条)，涉案金额共计538万余元，
罚没款81万余元，侦破国标假烟网络案
件2起，案值超500万元；移交公安机关
15起，刑事拘留6人，行政拘留1人、判刑
18人。有效防止了假烟和非法流通卷烟
扰乱辖区市场秩序，有力支撑了全省烟
草产业转型升级工作。（郭德胜 杨克让）

■漯河市

2018年，漯河市认真贯彻落实河南
省烟草业转型升级部署安排，各项工作
均取得明显成效：全市查获涉烟案件共
计594起，查获假冒卷烟2765.58万支，
实物案值2650.32万元。其中移交公安
机关案件 72 起，刑拘 222 人，逮捕 80
人，判刑 34人。清查涉烟物流寄递企
业，查获涉嫌假冒卷烟800多条，案值共
计25万余元。对全市卷烟零售户进行
暗访整改，市场净化率稳定在 90%，举
办业务培训班，培训执法骨干80余人，
发挥“传、帮、带”作用，增强烟草市场监
管技能，提高了履责意识。 （霍嘉琦）

■商丘市

2018年，商丘市烟草市场综合整治
共 开 展 集 中 行 动 634 次 ，出 动 人 数
10272人次、车辆 2110台次，检查零售
商户 101833户次，立案查处涉烟案件
1143起，查处违法卷烟 53400.4 条，捣
毁制假窝点2个，查获烟机设备7台，烟
丝烟叶158.1吨，案值1173.77万元。移
送公安机关案件17起，刑事拘留22人，
逮捕 12人，判刑 7人。下一步，商丘市
烟草部门将继续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

策要求，坚决打赢烟草市场综合整治攻
坚战，更好地为烟草业转型升级保驾护
航。 （吴冰）

■平顶山

2018年，平顶山市烟草综合治理办
公室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紧紧
围绕“端窝点、断源头、清市场、腾空间”
的总体要求，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违法行
为，进一步深化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
作。2018年全年共开展集中行动 988
次，出动执法人员 46333人次，检查卷
烟经营户 289200户次，办理涉烟案件
3651 起，查获各类违法卷烟 135725.4
条，案值1624.33万元，刑拘40人，捣毁
制假窝点 8个，收缴烟机设备 13台、烟
叶 9.1吨。2018年 8月，全省烟草市场
综合治理工作现场会在平顶山市召
开。 （温志军 邢梦园）

■驻马店

2018年，驻马店市烟草市场综合治
理工作，截至12月 31日，集中行动590
次，出动人员 12137 人次，出动车辆
3010 台次；检查零售商户 236240 户
次，取缔无证商户31户；查处涉烟案件
案件数 1789件，移交公安机关案件数
12件，假烟走私烟（含制假窝点）8189
条，真烟 23522.4 条，案值 559.6793 万
元，罚没款 6.1197万元，捣毁制假窝点
25个，拘留21人、判刑9人。省级媒体
宣传 6 次、市级媒体宣传 8 次。2019
年，驻马店市烟草综合治理工作，将进
一步协调相关部门，依法监管、严格执
法，快速协同，坚决打赢烟草市场综合
治理战役。 （王亚洲 王位）

■焦作市

2018年，焦作市烟草市场综合治理
工作,截至 12月底，全市共开展卷烟综
合治理集中行动765起，出动人员9789
人次，车辆 2208 台次，检查零售商户
26330户次，查办各类涉烟案件869件，
移交公安机关案件12件，查获各类违法
卷 烟 23314.4 条 ( 其 中 假 烟 走 私 烟
1853.1 条、非法流通真烟 21461.3 条),
案值 153.28万元，捣毁制假窝点 2个，

查获烟机设备 4台，烟丝烟叶 2915 公
斤，拘留 15 人，逮捕 1 人，判刑 6 人。
2019年，焦作市继续深入完善联合执法
机制，增强打击“假私非”卷烟工作合
力，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烟违法犯罪活
动，全面提升焦作市烟草场综合治理工
作水平。 （刘光辉）

■濮阳市

2018年，濮阳市烟草市场综合治理
工作，坚持“端窝点、断源头”与“清市场、
腾空间”相结合的治理要求。从强化机
制建设、加强联动配合、开展清查排查、
做好宣传发动、突出执法监管等五个方
面着力，持续深入推进烟草市场综合治
理工作。全市共计检查商户共52654户
次，查处涉烟案件1628起，移送案件52
起，5万元以上案件11起，查获各类违法
卷 烟 1727.0108 万 支 ，其 中 真 烟
1516.6548万支、假烟177.7520万支、走
私烟 31.9740万支，查获各类违法卷案
值652.7271万元，罚没款总计8.8144万
元，拘留9人、逮捕6人、判刑10人。（樊翀）

■三门峡市

2018年，三门峡市烟草市场综合治
理工作，全年共查处各类涉烟违法案件
732 起，卷烟 14225 条，案值 246.29 万
元。查扣烟叶51.35吨。查处无证经营
99户，转化127户。查处物流寄递包裹
435件，查获非法卷烟 2997条，侦办涉
烟网络案件 14 起，百万元以上案件 6
起，刑拘 26人，逮捕 18人，判刑 18人，
其中“12·14”非法经营烟叶网络案件、

“1·05”互联网销售假烟网络案件、“3·14”
互联网售假售私案均达到国家烟草专
卖局、公安部涉烟网络案件标准。

（李曜 胡玲玲）

■信阳市

2018年，信阳市烟草市场综合整治
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烟
草业转型升级的决策部署，健全和完善
了“政府领导、部门联合、多方参与、密
切协作”的烟草市场综合整治工作机

制。截至 12月 31日，全市开展集中整
治行动715次，出动执法人员16285人
次、检查商户 19.5万户次，取缔无证商
户466户，查处涉烟案件6598件，移交
公安机关案件 22件，查获假烟走私烟
33368 条，真烟 55914 条，案值 1575.3
万元，罚没款 76.03 万元，刑事拘留 35
人，逮捕11人，判刑9人。其中，查获案
件数量居全省前列。2018年查处物流
寄递环节涉烟违法案件 2000余件，查
获涉案卷烟500余万支，取得了显著成
效。 （吉军）

■鹤壁市

2018年，鹤壁市开展烟草市场整治
集中行动1268次，出动人员7690人次，
出动车辆 2181 台次，检查零售商户
39616户次，取缔无证无照商户7户，查
获案件 523 起，其中万元以上案件 18
起，移交公安机关 1起，案值 144.39万
元。查获假烟走私烟 639.3条，真品卷
烟 19955.28条，罚没款 13.67万元。全
市共开展集中宣传活动11次，悬挂宣传
标语条幅18个、设置展板32个，接受咨
询 976 人 次 ，发 放 宣 传 单 3246 份 。
2019年，鹤壁市将全面落实“端窝点、断
源头、清市场、腾空间”的总体部署，推
进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进一步开
展。 （郭亚霖）

■济源市

截至 2018年 12月底，济源市全年
进行集中治理行动262次，出动执法人
员12516人次，出动车辆4094台次，检
查零售商户48313家，发布省级媒体宣
传报道8篇，查处案件209起，移送公安
机关案件 4起，查收违法卷烟 17578.5
条，案值95.83万余元，罚款8.49万元，打
掉违法卷烟销售窝点21个，拘留5人，逮
捕5人，判刑4人。2019年济源市将持
续保持烟草市场综合治理高压态势，在
深入推进执法协作、深入推进督导考核
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切实完成
好烟草市场治理工作任务，为济源市的
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吴君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