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13万余户市场主体信息实现共享
社会公众可第一时间了解企业信用信息

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全
面落实，加强企业事中事后
监管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在新的监管形势下，我市以
加强信用监管为着力点，践
行新型信用监管模式，推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深
入。

目前，我市已经形成较
为完整的市场主体信用信
息数据库。截至今年 8 月中
旬，完成信息归集的部门共
计 293 个，累计归集各类信
用信息共计 173.8 万余条，实
现全市 13 万余户市场主体
信息一网归集和数据共享。

社会社会聚焦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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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万象

船山区多部门联动开展禁渔集中整治行动

劝离 1062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苗）近期，观音湖管委

会联合船山区农业农村局、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

船山区公安分局及仁里镇、南津路街道办事处等多

部门，开展为期 2 月的联合禁渔整治，目前已进入全

面集中整治阶段。整治期间，各部门通力合作，全

面查处违规垂钓及非法捕捞行为。

据了解，船山区禁渔集中整治工作由各部门抽

调专人负责，采用四班三运转 24 小时覆盖观音湖库

区及滨江路沿线（涵盖九莲洲船山段）持续展开，截

至目前，共计出动禁渔人员 1449 人次，劝导观音湖库

区违规垂钓人员 1062 人次，缴获湖面拦河网高网 6
副，矮网 3 副，地笼 4 个。

“目前船山区禁渔集中工作仍在继续，希望广大

垂钓爱好者听从劝导，不要在观音湖库区进行垂钓

和捕捞，部门一经发现，将依法予以严处。”船山区

城管执法分局观音湖城管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期，观音湖城管大队将联合各职能部门，继续

加大对违规垂钓、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的整治力

度。同时，呼吁广大市民，维护观音湖库区水生环

境，提升城市形象，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要在观音

湖库区进行垂钓，共同为城市观音湖生态环境贡献

力量，使城市的环境更加美丽。

信用信息需公开
违法企业市场活动将受限

“凡是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取得营业执

照，从事经营活动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要进行信息公示。”

市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督管理科负责人表

示，根据规定，市场主体的部分基础信息

及业绩信息和警示信息要面向社会公示。

据介绍，市场主体获得县级以上政府

及市级以上行政机关奖励表彰和政策性资

金扶持的，获得“守合同、重信用”等称号

的，通过质量标准认证的 8 类信息为业绩

信息。而当市场主体出现生产或销售的商

品被依法检验确定为不合格，被法院或仲

裁机构、监察执法机构依法认定拖欠工

资、水、电、气等费用等 11 种情况时，此种

信息将被记入市场主体提示信息。此外，

市场主体被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受到

行政处罚等 16 种情况将被列入警示信息。

该负责人特别提醒，行政机关在企业

注册、授予或认定资质资格、国有土地出

让、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安全许可、生

产经营许可、进出口贸易、出入境管理、财

政补贴、政策性扶持贷款等审批和监管工

作中，也将查询并使用市场主体信用信

息，并将其作为考量因素。当企业被列入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

的、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

事人名单的、被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列入企

业安全生产“黑名单”的、被农业部门列入

农产品质量安全“黑名单”的、被环保部门

列入环保不良企业的、被法院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的，行贿犯罪以及其它被政府

部门列入失信主体名单的企业将依法予以

限制或禁入。

一网归集数据共享
社会公众可了解企业信用信息

以往，企业信用信息分散在各部门、各

领域。2015 年 7 月，我市在全省率先建成

“遂宁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将

分散在各部门、各领域的企业信用信息记

录归集整合到统一平台，实现了一网归集

和数据共享。同时，我市以《遂宁市市场

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遂宁市市场主

体信用信息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为

信用信息管理工作的制度保障、组织保

障。按照《遂宁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工作

考核办法》，对各县（区）人民政府、园区管

委会、市直部门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通过这三个基本

制度，我市逐步建立了市场主体信用信息

归集、共享、公示、运用的责任体系、标准

体系、安全体系、督查体系。

此外，我市还通过部门监管协作平台

自动交换信息，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实现市

场主体、后置许可部门“双告知一承诺”，

通过登记信息平级推送、部门纵向分流完

成后置监管部门许可的采集，为实现跨部

门协同监管奠定了基础。通过公示平台向

社会公众公示遂宁市辖区内市场主体信用

信息，社会公众能够通过信息平台及时了

解市场主体各类信用信息，防范交易风

险。截至今年 8 月中旬，完成信息归集的

部门共计 293 个，累计归集各类信用信息

共计 173.8 万余条，累计向后置许可部门推

送许可待办信息 48245 条，反馈 44892 条，

反馈率达 93.05%，实现全市 13 万余户市场

主体信息全覆盖。

“为进一步提升信用监管效能，遂宁市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平台二期项目已于今年

5 月开始建设，预计年底全面完工。”据介

绍，该项目在原有基础上，新增红黑名单、

信用修复、异议处理、大数据分析、信用

APP 等信用监管模块，还将对接国家发改

委的信用中国系统、省发改委的信用中国

（四川）系统，可以实现信用数据全国共

享，将进一步扩大信用监管影响力。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9 月 11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为严厉打击

和坚决遏制“飙车”、非法改装“响管”车辆等违法犯罪行

为，切实维护城市道路交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决定，在市城区开展集中整治“飙

车”、非法改装车辆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据了解，此次行动的整治范围包括船山区、遂宁经开

区、河东新区、遂宁高新区所有道路，整治内容包括以竞技、

追求刺激、娱乐或者赌博为目的飙车；驾驶机动车在道路、

广场等公共场所超速行驶、追逐竞驶、玩“漂移”等严重影响

社会秩序和道路交通安全的驾驶行为；擅自拆除、改装机动

车的排气管、消音器或者改装、变更机动车的发动机等设

备；擅自加装机动车号牌以外的其它号牌等违法行为。

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整治期间，市

交警部门将联合治安、刑侦、特警等部门对上述违法犯罪

活动实施集中查处，严厉打击；并将通过电视、广播、报纸

等媒体和网络进行曝光。广大市民如发现有上述违法犯

罪 行 为 的 ，可 积 极 向 公 安 交 管 部 门 电 话 举 报

（0825-2398061、110），或者通过视频图像资料举报。对于

市民的有效举报，公安交管部门将给予奖励。

该负责人表示，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从严从重处理。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或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公安机关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予以严厉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对有煽动聚众闹

事、暴力抗法等黑恶势力犯罪嫌疑的，坚决依法立案查处，

绝不姑息。 （全媒体记者 吕苗）

近段时间以来，射洪县交警大队不断

收到射洪县滴水岩超限检测站执法人员反

映，称近期辖区内不断有货运车辆趁着夜

间遮挡号牌违法冲关。为切实维护道路交

通行车秩序，严厉打击货车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预防和减少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

生，近日，射洪县交警大队结合“迎大庆 保

平安”百日整治专项行动，联合路政部门开

展了“路警打击冲关联合整治行动”。

当日晚上 8 时许，在射洪县武南桥整治

卡点，数名交警和路政执法人员严阵以待，

注视着周边的一切。检查司机证件、查看

货车号牌、引导车辆过磅……在现场执法

人员的严查下，所有过往车辆均有序接受

了检查。据现场一名执勤交警介绍，此次

主要检查货车超载超限、故意遮挡号牌、拒

检冲关等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现，严惩不

贷。

据了解，在当晚的整治行动中，共检查

进出站车辆 70 余台，教育驾驶员 20 余名，

未发现有货车冲关、遮挡号牌等交通违法

行为。

“此次行动对打击货运车辆违法行为

起到较大的震慑作用。”据射洪县交警大队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期，射洪县交警大队将

联合有关部门，继续加大对货车交通违法

行为的整治力度，确保辖区路畅人安。

（全媒体记者 吕苗）

我市8部门联合启动网剑行动

严厉打击网络市场突出问题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郑小艳） 日前，记者获

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委网信办、市发改委、市

公安局等 8 部门联合开展的“遂宁 2019 网络市场监

管专项行动（网剑行动）”已经正式启动，进一步规

范电子商务主体资格，严厉打击网络市场突出问

题，落实电子商务经营者责任，维护良好网络市场

秩序，行动将持续到 11 月。

“网剑行动”将围绕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开展，

包括加强对社交电商的规范引导；网络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监管；依法查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限制平

台内经营者参与其它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活

动等行为；突出移动客户端和新媒体账户等互联网

媒介，锁定医疗、药品、保健食品、房地产、金融投资

理财等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领域，

严查虚假违法广告；严肃查处未经同意收集、使用、

出售个人信息行为。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电

商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网上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虚

假宣传、刷单炒信、违规促销、违法搭售等行为。

酒驾司机取保候审竟逃至外省藏匿

交警千里追击将其缉拿归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苗）男子酒驾出行，途

中撞伤行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肇事者为了逃避处

罚，竟擅自逃至其它城市藏匿。在办案民警的多方

打听和千里追逃下，最终肇事者被成功缉拿归案。

2018 年 12 月 4 日晚上 8 时许，吃完晚饭的许某

如往常一样散步，当其行走至安居区兴业路印象小

区时，被突然驶来的无牌两轮摩托车撞击，造成摩

托车驾驶员黎某和行人许某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受

伤。事故发生后，安居区交警大队民警在处理该起

交通事故中发现，摩托车驾驶人黎某有饮酒嫌疑，

为了核实情况，现场民警立即对其进行了酒精检

查，结果显示为 140.1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机动

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案民警立即对其进行立

案侦查，鉴于摩托车驾驶员黎某有受伤情况，于是

便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然而，在取保候审期间，黎

某竟无视法律法规，擅自逃离至内蒙古自治区巴彦

淖尔市乌拉特后旗藏匿。

办案民警发现黎某潜逃后，便立即与其亲属取

得联系，希望亲属能协助劝返黎某。因黎某已更换

前期联系方式，其亲属也无法联 系 。 经 相 关 部 门

配合和多方打听，办案民警最终取得黎某新的联

系方式。随即，其家属通过电话多次劝其返回，

黎某虽然口头答应，但迟迟不动身。为此，办案

民警也对其展开数日的攻心劝导，虽然黎某表现

有投案迹象，但反复不定。最终，办案民警请求

内 蒙 古 乌 拉 特 后 旗 警 方 配 合 、协 助 抓捕黎某归

案。

通过周密部署，2019 年 8 月 25 日上午，安居区

交通警察大队民警最终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将

网上在逃人员黎某抓获，并顺利押解回安居区公安

分局。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检定计量器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近日，市计量所

工作人员与富源社区工作人员、便民点管理人员对

遂宁经开区富源社区碧由路临时便民点在用计量

器具进行了现场检定。

检定过程中，检定人员对各经营户在用的计量

器具进行造册登记，现场向经营户讲解用于贸易结

算秤的检定重要性和必要性，向市民大力宣传计量

基础知识，讲解电子台秤的常见作弊方法以及应对

措施，提高市民自我权益保护意识。此次共检定经

营户 23 家，检定计量器具 22 台，检定结果全部合

格。

“迎大庆 保平安”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行动系列报道

我市严打“飙车”、非法改
装“响管”车辆等违法犯罪行为

射洪县交警、路政“联手”
打击货运车辆冲关冲卡违法行为

9 月 2 日上午，安居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对被执行人吴某实施司法拘留强制措施。

吴某被拘半天后，意识到了自己拒不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的错误，主动提出还款，让

妻子凑了 2 万多元现金，并与其它案件申

请人达成和解协议。鉴于吴某已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保证日后会积极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等原因，安居区人民法院

提前解除了对吴某的司法拘留。

打工三个月 1万元工钱无踪无影
起诉至法院 被告对判决不理不睬

据了解，2016 年 4 月 14 日，吴某电话通

知赖某到他在青海市承包的一个民房修建

项目上务工，工资为每天 260 元。赖某、刘

某等 4 人在吴某工地务工 3 个月。

2016 年 7 月 28 日，吴某向赖某等出具

欠条一张。该欠条写明吴某欠赖某等人工

资 10840 元 ，约 定 于 2017 年 12 月 之 前 付

清。之后，赖某多次向吴某催收未果。无

奈之下，赖某等 4 名农民工将吴某诉至安

居区人民法院。

2018 年 5 月 29 日，安居区人民法院依法

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当庭宣判吴某于 10
日内向赖某等支付劳务费 10840 元，但判决

生效后，吴某迟迟不履行生效判决。不得

已，赖某等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中，安居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多次

给吴某打电话，要求他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但吴某一直不接电话。法官又通过短信多

次给吴某释理说法，但吴某仍不理不睬。

执行法官还了解到，吴某还有类似案

件 5 个，合计欠款金额 6 万多元，遂与同事

商量，将吴某一案并案执行。

他被司法拘留 其妻凑钱还款
因认识到错误 法院提前解除拘留

“法官，吴某在家。”2019 年 9 月 2 日上

午，执行法官得知吴某的信息后，当即驱

车赶到吴某的家中，将其强制传唤到法

院。法官再次与吴某进行沟通解释后，吴

某仍以没钱为由拒不履行支付义务，法官

对吴某依法进行了拘留。被拘当天下午，

吴某表示，自己已充分认识到拒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的错误，并如实陈述自己在安

居区人民法院的 5 件案件和自己的履行能

力，请求法院对其宽大处理。

当天下午 4 点，吴某的妻子带着 2 万多

元现金，履行了欠赖某和另外一名申请人

的工资。鉴于吴某已认识到错误，保证日

后会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且与其他 3 个案件的申请人达成了和解协

议，安居区人民法院提前解除了对其的司

法拘留。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一“失信被执行人”被拘半天 其妻主动还款
法院提前解除对其司法拘留

整治行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