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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失信说不!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李丰耘

诚信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每个社会公民
安身立命之本，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呵

护。11月10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重庆市深化
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新闻发布会，相
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我市深化诚信缺失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的相关情况。

据悉，市文明委印发了《重庆市关于开展诚
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的实施办法》，启
动“十项重点治理行动”（内容见图表），切实增强
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马岱良介
绍，“十项重点治理行动”开展以来，已获得初步
效果。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全市整治污水偷
排、直排、乱排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市范围内累计
检查点位12.6136万个，发现问题1436个，整改
问题1225个，整改率85.3%。

全市“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传播秩序突出

问题集中整治”“自媒体基础管理专项治理”“网络
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共关闭违法违规网站250余
个、违法违规自媒体账号8000个，清理违规新闻
App10余个，查删各类违法违规信息4.7万余条。

此外，重庆警方在“战疫情、保民安”专项整
治行动中，重拳出击涉疫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
罪，破获案件76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70余
名，挽回损失总计910万余元；全市中心城区启
动为期100天的巡游出租汽车服务质量提升百
日攻坚行动，重点查处不按规定载客、不按规定
收费、不文明服务等违法违规行为等。

市文明办：“十项重点治理行动”获初步成效

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茂涛介绍，今
年，市发改委印发了《重庆市公共信用信息目录
（2020年版）》，涉及注册登记、行政许可等5223项
事项。

按此目录，将通过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全面
归集共享全市各部门、各区县各类公共信用信
息，并按需与各单位业务管理系统互联互通、数
据共享，全面支撑各单位专项治理信息采集、预
警、协同等业务需求，及时发现市场主体失信行
为苗头行为，推动从关注事前审批向事后监管转
变，为“放管服”改革托底。

近年来，市发改委先后上线了“信用中国（重
庆）”网站和“信用重庆”微信公众号，实现了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红黑名单”“双随机、一公开”等
多类公共信用信息的“一站式”公示功能，并与各
部门门户网站建立了公示信息同步机制。

李茂涛表示，“信用中国（重庆）”网站和“信
用重庆”微信公众号累计访问量超3500万次，累
计公开企业400余万条公共信用信息。截至目
前，全市38个区县、51个部门和单位累计查询

“红黑名单”信息1778万余次，触发和实施联合
奖惩措施21万余次。

市发展改革委：多类公共信用信息“一站式”公示

在开展电信网络诈骗专项治理工作上，市公
安局党委委员、刑侦总队总队长吴立勋介绍，今
年以来，市公安局在破获案件方面，深入开展“长
城2号”“云剑-2020”等专项行动，共破获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7万余起，其中破本地案件2.5万
起。其中，抓获涉及买卖银行卡等金融账户的犯
罪嫌疑人150余人，抓获为诈骗犯罪提供通信设
备的犯罪嫌疑人70余人，共收缴银行卡1500余
张。

在止付预警方面，全市共处置涉案银行账号

40万余个，止付涉案资金5.8亿元，冻结13亿
元。累计预警可能被骗群众37万余人，避免群
众损失16亿元。

在源头治理方面，加强办理各类金融账户的
监管，在我市办理的用于诈骗的金融账户数量明
显下降；采取责任告知书等措施，积极
预防非法出租、转售电话卡等违法行
为；坚持对伪基站、黑广播的实时监
测，捣毁黑广播窝点26个，缴获黑广
播设备30余台套。

市公安局：已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7万余起

交通领域的整治也在加大力度。市交通局
总工程师朱文介绍，我市正逐步加强网络预约出
租车平台公司的管理，强化平台公司资质审查，
督促平台公司通过乘客端App设置价格公示专
栏，落实计价和加价标准告知义务。

对于网约车行业经营中，驾驶员接到订
单后失约或自行取消订单的情况，朱文表示，
此种行为是驾驶员的诚信缺失。在交通运输

部印发的《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
（交运发〔2018〕58 号）中，专门有《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
交通部门将依法进行调查并对驾驶员进行量
化考核扣分。同时，驾驶员爽约的行为也违
反了《重庆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交通部门将针对此类投
诉依法处理。

市交通局：加强网约车平台公司管理

我市防疫物资产品质量和市场秩序专项治
理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徐军介绍，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六部门，
重点对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红外体温计（额温
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等五类防疫物资及其重
要原辅材料，加大监管力度，严查各类违法行为，
力保防疫物资全产业链平稳运行。

对全市130家防疫物资生产企业、1.6万家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和1.8万家使用单位进行全
覆盖摸排，逐一建档监管，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对疫情防控重点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和应急
审批的企业实施驻厂监管，督促企业依法合规生

产，确保产品质量。
同时，先后抽检防疫物资产品455批次，医

疗器械产品35批次，坚决防止不符合质量标准
要求的防护用品出厂销售；开展非医用口罩风险
监测，同步向消费者发布风险警示。

此外，紧盯质量违法、价格违法、虚假宣传、
虚假广告、制售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严肃查办
涉及防疫物资产品质量违法和扰乱市场秩序案
件。截至10月底，共查办相关案件598件，案
值765万元，罚没款1125万元。其中，价格类
案件335件、质量类案件119件、知识产权类案
件75件。

市市场监管局：严查防疫物资产品质量违法案件

“近年来，市高法院加大对拒绝执行、逃避
执行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维护司法权威。”市
高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苏福谈到，自2016年以
来，全市法院累计司法拘留12014人，对443人
限制出入境；全市法院移送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案件253件，76名被执行人被判处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

同时，市高法院全力推动全市各级部门加强
信息共享，完善信息对接，加大联合信用惩戒，及
时向社会公众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形成打击
逃债行为高压态势，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
围。截至今年8月，全市共有30120名失信被执

行人在工商登记环节受到任职资格限
制，7612名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入住星
级以上宾馆，400余名失信被执行人被限

制申报就业补贴。

市高法院还与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民
政局等55家单位建立执行联动机制，通过市
高法院“点对点”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能够查询
被执行人银行存款、不动产、车籍、人口户籍、
婚姻配偶、出入境证件、水电气登记等信息，有
力推动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截至今年7月，
仅不动产信息领域，全市法院累计查询案件
66.48万件，反馈房屋等不动产信息数6752.79
万条。

此外，市高法院深入推进执行规范化、信
息化建设，健全完善执行财产处置机制，通过
全面推进网络拍卖，杜绝暗箱操作、避免权力
寻租，提高财产变价率，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执
行案件中有更多的获得感。截至今年9月，全
市法院累计成功拍卖财产 24213 宗，成交额
322.32亿元。

市高法院：7600余名“老赖”被限制入住星级宾馆

十项重点
治理行动

■

■

■

■

■
■

■

■

■

■

不自掏腰包不自己喂牛

綦江这些贫困户为何能当牛老板

自己没有出一
分钱，却拥有了 5
头牛；自己根本不
去养牛，但是能拿
到杀牛卖肉赚到的
钱。这样的好事，
就发生在綦江区新
盛街道陈家村贫困
户代鸿广身上。

在綦江，像代
鸿广这样的“翘脚
老板”已经有 60
户，他们全部都是
当地贫困户。他们
是如何当上“翘脚
老板”，是如何摆脱
贫困的？

一年仅分红加补贴就有1万
多元

一场秋雨一场寒，但今年的这个深
秋格外暖人心。

10月26日，綦江区新盛街道陈家村
犇茂养牛场，雨雾蒙蒙，空气中夹杂着牛
粪的气息。57岁的代鸿广从远处走来，
顶着一头雾水，一脸的乐呵。

要在以前，代鸿广是笑不出来的。
代鸿广的妻子有轻微智力障碍，代鸿广
自己在20多年前的一场事故中折了双
腿，行动不便，本人还有四级精神残
疾。他干农活，缺乏劳动力；外出务工，
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但这样一个
农村家庭，还赡养着一位年逾八旬的老
人，抚养着一名上初中的孩子，生活之
艰难，可想而知。

从愁眉苦脸、焦头烂额到如今天天
脸上挂着笑容，代鸿广的转变来自于新
的增收渠道的开辟——在这家养牛场，
代鸿广能拿到3笔钱。

第一笔是务工收入。切草、喂料、打
扫卫生，一个月下来，代鸿广能拿到
2400元保底收入。如果算上加班费，每
月至少能拿到3000元。

但是，代鸿广在这家养牛场的身份可
不是简单的打工者，而是“老板”。杀牛卖
肉的钱，他也有份。一头牛养到出栏大概

能卖2.6万元左右，利润在4000元左右，
代鸿广拿到的分红大约有1200元。

另外，对于代鸿广这类发展产业的
贫困户，政府有产业发展补贴，每头牛
1000元。在这个养牛场，代鸿广有5头
牛，一年下来，即便不算在养牛场打工的
额外劳务费，仅“翘脚老板”享受的分红
加补贴就有1万多元。

不需要任何抵押，银行现场
发放贷款

问题是代鸿广凭啥能享受养牛场的
分红？政府补贴又是从何而来？

答案是一种名为“政府+金融机构+
合作社+养殖大户+贫困户”的金融扶贫
新模式。简而言之，政府主导并通过财
政补贴予以引导，金融机构发放贷款，贫

困户拿到贷款后，在村民养殖合作社的
组织下一起去购回牛崽，再把牛崽集体
交给养殖大户托管饲养。

2019年 10月的一天，重庆银行綦
江支行工作人员来到陈家村现场办
公。代鸿广等贫困户接到通知，拿着身
份证、户口本等证件前来办理手续。没
有任何抵押，在现场，他们就拿到了贷
款。一头牛给予的贷款额度是9000元
左右，代鸿广计划养5头牛，获得5万元
贷款。

首批29户贫困户获得的贷款集体交
给村民养殖合作社，后者当即前往四川眉
山购买了73头牛崽。这些牛崽运回陈家
村并没有交给代鸿广等贫困户，而是径直
运往犇茂养牛场进行托管饲养。

有了第一批的示范效应，更多的贫
困户也自愿加入进来，第二批行动随即

展开。目前，通过“政府+金融机构+合
作社+养殖大户+贫困户”模式，陈家村
已经购进近200头牛，60户贫困户坐等
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银行给贫困户发放
贷款的利息由綦江区财政统一支付。也
就是说，这些贫困户从前至后自己不需
要出一分钱，就当上了名副其实的“翘脚
老板”。

贫困户、养殖大户和银行的
“三赢”

“政府+金融机构+合作社+养殖大
户+贫困户”模式运行的基础，是养殖
大户托管饲养。按照规则，作为养殖大
户的犇茂养牛场负责对贫困户寄养的
牛通过建档编号进行管理并提供场地、

管理技术、相关设施设备，并按每头牛
利润的 10％收益返还贫困户，每头牛
保底收益 1000 元。如果销售情况良
好，贫困户还可获得销售利润 1％至
2％效益收入。此举一并解决了脱贫攻
坚中贫困户缺资金、缺技术、缺项目等
诸多难题。

但是，贫困户怎么知道养牛场赚了
多少，自己该分多少？綦江的做法是全
程透明化，接受大家监督。采购牛崽，政
府工作人员、合作社、代鸿广等贫困户代
表一同前往。饲料价格、牛肉销售价格
在新盛街道办事处有备案，成本几何，赚
了多少，大家一目了然。

以金融的力量持续推动脱贫攻坚，
关键在于合理的分配机制，要尽可能做
到“多赢”。贫困户赢了，其他参与的各
方呢？

答案也是肯定的。对犇茂养牛场而
言，大批量托管贫困户寄养的牛相当于
在不需要额外融资的情况下扩大了自己
的养殖规模，降低了企业负债率，提高了
净资产盈利率。同时，这种规模效应能
提升养牛场对上游饲料的集采能力，以
及对下游销售渠道的议价能力。

对银行来说，资金统一使用，来去路
径清晰，养殖大户集中托管饲养，最大限
度降低资金风险。通过扶贫小额信贷促
抱团发展，有效避免了贫困户单打独斗
的经营风险，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保障
了银行贷款本息，发挥了金融扶贫资金
引领撬动作用。

通过类似金融扶贫新模式大力发展
脱贫产业，目前新盛街道建档立卡贫困
户294户767人已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
由3.9%下降到零。

以金融的力量推动脱贫攻坚，数据
显示，截至9月30日，綦江区已累计发
放扶贫小额信贷4086户次，较年初新
增898户次，增长28.17%；累计发放贷
款 金 额 7523.73 万 元 ，较 年 初 新 增
2072.35 万元，增长 38.02%，获贷率为
53.88%。

宗雪 成蓉 贺娜代鸿广在养殖场打工 摄/贺玲

金融助力脱贫攻坚 摄/毛玉华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我市
各部门深化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