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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悦 通讯员潘
峰、沈雁报道 记者昨日从省工
商局获悉，由我省11个部门联合
开展的“2018网络市场监管专项
行动（网剑行动）”正式启动，时
间从7月份延续至11月份。行
动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侵犯知
识产权、销售伪劣商品、不正当
竞争、发布违法有害信息等扰乱
网络市场经营秩序的违法行为，
联合实施失信联合惩戒，积极营
造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秩序和
消费环境。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工作包
括：一是规范网络经营主体资
格，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监督
网络交易平台进入平台经营的
主体进行身份审查和登记公示，
保障网络经营活动的可追溯性；
二是严查制售侵权假冒伪劣网
络商品行为，从生产源头、进出
口和寄递环节、流通渠道和消费
终端全方位整治婴幼儿辅食、药
品医疗器械、消费类电子产品、
汽车配件等社会关注度高、关系
公众人身健康、影响公共安全的
问题商品；三是以市场混淆、刷
单炒信、排挤竞争等违法行为为
重点，整治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
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四是查处不良影响、妨碍社会公
共秩序和公序良俗的广告和信
息，严禁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商品标价

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遏制
违法有害信息网上传播；五是规
范网络交易规则体系，督促网络
交易平台完善与平台内经营者、
消费者之间的格式合同，修正不
公平格式条款，采用显著方式提
请合同相对人注意与其有重大
利害关系的格式条款。

记者了解到，去年我省网络
市场监管专项行动以打击侵权
假冒、虚假宣传、刷单炒信等突
出违法问题为整治重点，部署开
展网络经营主体清查摸底。全
省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
各类网站（网店）15.7万家，实地
核查 3.2 万家，删除违法信息
8206 次，整改网络违法行为
3904 次，关停违法网店、网站
415家，立案查处各类网络违法
案件2908件，罚没款2314万多
元，移送公安机关案件28起，各
项主要指标基本翻番。

今年的专项行动由省工商
局牵头，省网信办、省发改委、省
公安厅、省商务厅、省质监局、省
食药监局、杭州海关、省物价局、
省通管局、省邮政局共11个部门
共同参与。省工商局将根据行
动开展的情况联合各部门结合
关键工作节点组织开展有关网
络交易主体以及第三方平台的
约谈会，不定期发布消费预警和
提示警示，通报一批严重扰乱网
络市场竞争秩序的大要案。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上
市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市场环境
得到不断净化、外资持续流入中
国股市……近期越来越多的积
极信号显示，中国资本市场有能
力、有底气实现长期健康发展。

企业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
础。进入密集披露期的A股上
市公司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上
市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截至12
日午间，23家披露中报的上市公
司营收实现同比增长的有19家；
1562家预披露业绩的企业中，预
增的有436家，预告净利润下限
为正的有1285家。

业绩是资本市场的支撑。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说，近期公布的业绩既包含
中报业绩，也包含对年报业绩的
预期，在我国经济稳步增长，经
济转型逐渐显出成效的背景下，
股市不可能长期偏离基本面。

另一方面，通过几年来的严
监管，市场环境得到不断净化。
证监会数据显示，2015 年至
2017年，证监会分别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177件、218件、224件，罚
没款分别为11.03亿元、42.83亿
元、74.79亿元；今年上半年，证
监会行政处罚159项，罚没63.94
亿元，市场禁入20人次。

在市场相对低迷之时，外资

流入的信号颇为积极。Wind资
讯数据显示，截至11日，今年以
来沪股通流入资金940.78亿元，
比南向港股通高出740多亿元；
北向的深股通流入资金754.56
亿元，比南向的高出约60亿元。

更积极的是外资在加速布
局中国金融市场。近日，全球知
名对冲基金桥水已经在中国完
成备案登记，6个月内桥水基金
将在国内正式发行私募产品。
去年至今，已有富达、瑞银资管、
富敦、英仕曼、贝莱德、施罗德等
13家外资机构先后在我国登记
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这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对
外开放措施近期的有序落地，也
意味着A股拥有不惧国际竞争
的自信与坦荡。如，中国证监会
拟放开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A
股上市公司中在境外工作并参
与股权激励的外籍员工两类人
员，在境内开立A股证券账户；H
股“全流通”试点进展顺利等。

“我们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
展充满信心。”国际知名投资机
构淡马锡公司中国区总裁吴亦
兵认为，当前中国扩大金融业对
外开放力度大、内容具体、政策
执行快，这是中国经济自信的表
现，也给境外投资者带来了巨大
投资机会。

本报讯 通讯员吴洁洁 记者
冯伟祥报道“执行局王法官吗？
我已经把欠苍南农商银行的钱全
部还上了，请你给我开一张结案
证明。”这是近日程君打给苍南法
院执行法官王作洲的电话。

此前，程君涉及的执行案件
还有5万余元未结款，执行过程
长达一年，为何这时急着履行完
毕呢？

事情要追溯至 2016年 5月
份，林通向苍南农商银行借款20
余万元，程君和黄平作为担保
人。后该 3人均未履行还款义
务，被银行诉至苍南法院。判决
生效后，3人依然拒不履行生效判
决。2017年3月，经苍南农商银
行申请，该案进入执行程序。经
法院多方努力，穷尽执行措施，执
行款项依然未能全部结清。同年
7月，经苍南农商银行申请，本次
执行程序终结，林通、程君、黄平
等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限制高消费。之后，程君虽然迫
于执行压力,和苍南农商银行达
成部分还款协议，但是该案并未

全部执结完毕。
2018年7月，程君的儿子高

考发挥出色，考上了北京某知名
大学，填报的专业为特殊专业。
正当一家人沉浸在“金榜题名”的
喜悦之中时，该大学的一个电话
却让程君犹如晴天霹雳：“我校在
资格审查时发现您存在执行案件
尚未结案，请您立即处理，否则我
校将可能不予录取您的孩子。”程
君想起自己被强制执行、纳入失
信名单时，执行法官明确对其告
知失信后果，一些关于父母失信
影响子女的情况也屡见报端，但
当时自己心存侥幸，并未正视，现
看到儿子3年努力可能因为自己
的失信行为化为泡影，后悔不已，
于是马上联系了苍南农商银行和
苍南法院执行法官，主动还清了
剩余款项，请求结案。

据了解，苍南法院办理过多
起“父母失信，子女受限”的案
件。2018年5月，执行法官获悉
被执行人吴某的儿子在苍南当地
的私立学校就读，立即向该校发
函，阐明吴某已被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
学校属明令禁止行为，要求该校
不再接收该生就读；6月12日，被
执行人郑某的儿子被上海某国企
拟录用，郑某担心自己被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儿子的录
用，主动来到苍南县法院履行义
务，7年的“陈年旧案”终于画上句
号。

苍南法院的法官向记者表
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
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第
三条规定，父母是失信被执行人
的，子女不能就读高收费私立学
校，至于就读正常的学校则不受
影响。但随着全社会信用体系的
不断健全和完善，褒扬诚信、惩戒
失信的社会大环境逐步形成，部
分高等院校、特殊专业对考生设
有严格的政治审查环节，考生极
有可能因为父母的失信行为与心
仪的院校失之交臂。作为父母，
要积极履行法律义务，莫让孩子
用大好前程为自己的失信行为买
单。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本报讯 通讯员张晓燕 记者
周金友报道 记者昨天从杭州市
总工会获悉，随着近日杭州市数
控铣工、钳工、维修电工三个项目
的职业技能竞赛的开赛，由杭州
市总工会举办的2018年杭州市
级职业技能竞赛正式启动。竞赛
以制造业为重点，体现杭州产业
特色，围绕杭州产业转型升级发
展需求，确定了包括养老护理员、
钳工、中式面点师、评茶员、焊工、
铣工（数控）、手工木工、保安员、
维修电工、动物疫病防治员等10
个项目的市级职业技能竞赛，并
将陆续举办。

按照《杭州市职业技能竞赛
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理论知识

和操作技能均合格者，将由杭州
市人力社保局核发相应职业高级
（三级）职业资格证书（养老护理
员、动物疫病防治员除外），其中
竞赛总分前三名，经有关资格条
件审定后可核发技师（二级）职业
资格证书（养老护理员、动物疫病
防治员除外），并由杭州市人力社
保局和市总工会授予“杭州市技
术能手”称号，各奖励人民币
1000元；竞赛总分4~8名，由杭
州市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领导
小组授予“杭州市职工经济技术
创新能手”称号，各奖励人民币
800元。对符合条件的竞赛第一
名，市总工会即时授予“杭州市五
一劳动奖章”称号。

暑假到了，双职工上班族的
孩子们怎么办？浙江普农家电有
限公司设立“员工子女暑假乐园”
为职工解了愁。

在商场相对安静的一角，
设有“员工子女暑假乐园”，除
了有空调、茶水、纸杯等生活用
品外，还有书画、学习用品、玩
具等。商场还专门配备了一名
阿 姨 负 责 孩 子 们 的 学 习 与 生

活。
该公司十分重视“暖心工程”

建设。以人为本，积极为员工营
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营造一
个温馨的“家”，尽力为员工解除
后顾之忧。

图为公司董事长蒋文标在
“员工子女暑假乐园”教孩子们使
用“智能机器人”。

毛朝阳、姚磊 摄影报道

全国劳动模范、纳爱斯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庄启
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年7月11日14时52分
逝世，享年66岁。

庄启传同志于1952年9
月出生于浙江丽水，1971年
进入纳爱斯集团前身地方国
营丽水五七化工厂工作，
1984年底经职工民主选举为
厂长，他带领纳爱斯员工艰
苦卓绝奋斗，勇于创新突破，
成就了纳爱斯变不可能为可
能的发展奇迹。庄启传同志
1987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是第九届、十届、十一届

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八
届、十二届、十三届省人大代
表，中国洗涤用品行业领军
人物，首届浙江商人年度风
云人物，获中国化妆品工业
终身成就奖，1994年被评为
浙江省劳动模范,2005年被
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对庄启传同志的逝世，
中华全国总工会、浙江省总
工会、浙江省劳动模范协会
表示深切哀悼。

浙江省总工会
浙江省劳动模范协会
2018年7月12日

昨天中午，记者在位于杭
州市北山街曲院风荷 1 号门的
西湖志愿服务微笑亭看到，今
年 免 费 凉 茶 又 开 始 送 啦 ！ 据
了解，免费凉茶已送了 7 年，除
了曲院风荷外还有平湖秋月、

湖滨晴雨、柳浪闻莺、苏堤春
晓、雷峰夕照、净寺社区、九溪
社区、灵隐社区、栖霞岭社区 9
个服务点。活动将于 10 月 7 日
结束。

见习记者邹伟锋 摄影报道

11个部门联合出击

我省重点打击
网络市场违法行为

多种积极信号
在中国资本市场显现暑假乐园

西湖微笑亭
又开始免费送凉茶啦

考上名牌大学特殊专业
却差点失之交臂

只因父亲失信成老赖！

杭州陆续开赛10场
市级职业技能竞赛

全国劳动模范
庄启传同志逝世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
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对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进党的政
治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中
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
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
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
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希望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在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
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
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
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习近平要求，中央和国家
机关工委要强化统一领导中央

和国家机关党的工作的政治担
当，指导督促部委党组（党委）
认真履行机关党建主体责任，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形成
强大合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开创中央
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和各项事
业新局面。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
设推进会1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丁薛祥
在会上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并讲话。

会议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
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带头坚决维护习近
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严守党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做好“三个表率”，建
设“模范机关”。要彰显政治统
领，坚持问题导向，融入业务工
作，健全制度机制，严格责任落
实，把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
建设抓细抓实抓出成效。会议
还对做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期
间思想政治工作等作出安排部
署。

昨天下午，杭州市第十届残
疾人运动会在西湖体育馆开幕。
杭州地区有15个代表团的600名
残疾职工、残疾人运动员和教练
员，将参加田径、游泳、乒乓球、羽
毛球、举重、围棋、中国象棋、飞镖

等8个大项的比赛。这是杭州市
4年一次的综合性残疾人体育盛
会，也是展示残疾人“自尊、自信、
自强、自立”精神的人文盛会。

开幕式后，残疾人运动员、残
疾人艺术家献上了一台“中国梦

想 美丽杭州——共圆健身梦”的
文体表演，展示广大残疾人自强
不息、热爱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
态度，展现一样的生命，一样的精
彩。 记者周金友

通讯员杨云飞 摄影报道

习近平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一样的生命 一样的精彩
杭州市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