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万高铁
双线大桥合龙

11 月 8 日，郑万高铁
重庆段全线控制性工程
汤溪河双线大桥合龙。 这
标志着郑万高铁建设取
得重要进展，为全线路顺
利贯通打下坚实基础。 图
为施工现场②8

（据新华社）

要闻窗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推

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
“五个优化”“三项建设”和培育外贸新动
能等九大支持外贸发展新举措。

●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十四五”规
划《纲要》问计求策活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
农业农村部、商务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五部门联手严厉打击农村食品假冒
伪劣违法犯罪。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事迹
报告团全媒体宣传启动。

又到“双 11”

当心“直播带货”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当前，网络购物已成

为广大群众购物消费的
重要渠道，电商平台和社
交媒体上的“直播带货”

“电商购物节” 等各种促
销方式也逐渐被消费者
接受认可。 值得警惕的
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
购实施侵权假冒犯罪行
为，严重侵害消费者和企
业合法权益。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
集中破获一批利用“直播
带货”“网上店铺” 等渠
道方式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刑事案件， 共 1400 余
起，抓获一批违法犯罪嫌

疑人。
“双 11”来临之际，公

安机关提醒广大消费者，
网上购物不要一味贪图
便宜，要选择正规的网络
交易平台和信誉良好的
卖家及供货方，一旦受到
侵权假冒商品侵害或发
现相关犯罪线索，立即向
公安机关举报。

上海市公安机关破
获“8·28”利用“网红直
播带货” 销售假冒品牌
箱包、服装、首饰、手表
案， 抓获包括一名拥有
百万粉丝“网红”在内的
40 余名犯罪嫌疑人，案
值 5000 余万元。 山东省

公安机关破获“5·08”制
售假冒品牌手机案，查
扣 假 冒 品 牌 手 机 1000
余部，案值 2 亿余元。 广
东省公安机关破获“飓
风 183 号” 制售假冒品
牌手表案， 打掉制假售
假窝点 15 个，查获假冒
6 个品牌 14 种型号的手
表成品 1 万余块，案值 6
亿余元。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
不法分子往往在网上打
着知名品牌商品低价促
销的幌子吸引消费者眼
球，再搭配“清库存”“为
粉丝谋福利”等营销话术
引诱消费者下单购买，有

的还以“复刻”“限量”等
名目从事制假售假违法
犯罪行为。

据了解 ， 在“昆仑
2020”专项行动中，全国
公安机关已破获各类侵
权假冒刑事案件 1.1 万
余起，涉及食品药品、服
装箱包、汽车配件、家用
电器、儿童用品、建筑材
料、 机械设备等多个领
域，摧毁了一大批制假售
假犯罪团伙，同时，先后
会同有关部门针对实体
市场开展执法行动 3.1
万余次， 组织开展销毁
侵权假冒商品活动 140
余次。 ②8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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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

印发《关于全面推行证明
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
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针对
直接面向企业和群众、依
申请办理的行政事项，全
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
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
制，创新政府服务和管理
的理念、方式，方便企业
和群众办事创业，推进政
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努力建设人民满

意的服务型政府。
《意见》要求，坚持问

题导向、高效便民、协同
推进、风险可控的基本原
则， 以行政机关清楚告
知、企业和群众诚信守诺
为重点，推动形成标准公
开、规则公平、预期明确、
各负其责、信用监管的治
理模式，从制度层面进一
步解决企业和群众办证
多、办事难等问题。

《意见》确定了全面推
行告知承诺制的主要任
务。 一是明确实行告知承
诺制的证明事项。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实
行垂直管理的国务院部门
和实行以部门为主的双重
领导管理体制的系统要结
合实际确定实行告知承诺
制的证明事项范围， 国务
院其他部门要确定部门本
级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

事项范围。 二是明确实行
告知承诺制的涉企经营许
可事项范围。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设定事项，
由国务院审改办会同有关
部门研究提出建议， 报国
务院批准。地方性法规、地
方政府规章设定事项，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
区的市、 自治州审改办会
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建
议，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三是确定告知承诺制的
适用对象。 申请人有较严
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存
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
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
用告知承诺制。 四是规范
告知承诺制工作流程。 公
布实行告知承诺制的事
项目录，科学编制工作规
程。 五是加强事中事后核
查。 针对事项特点等分类
确定核查办法。 六是加强

信用监管。 加强告知承诺
信用管理制度建设，依法
加大失信惩戒力度。 七是
强化风险防范措施。 梳理
工作环节风险点，制定防
控措施。

《意见》强调，要切实
加强对本地区、 本部门全
面推行告知承诺制工作的
领导，抓好组织实施。要组
织开展告知承诺制学习培
训，加强业务交流，加强对
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的宣
传。要加强督促检查，充分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主动
性， 建立督察情况通报制
度， 建立健全改革容错机
制。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
制定具体工作方案， 司法
部、 国务院审改办要分别
加强对全面推行证明事项
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
承诺制的指导协调。 ②8

（据新华社）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方案

进口冷链食品
全流程闭环管控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 11 月 9 日向全国印发《进口冷链食
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 方案要求，实
现全流程闭环管控可追溯， 最大程度降低新
冠病毒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风险。 在进口
冷链食品首次与我境内人员接触前实施预防
性全面消毒处理。

为有效防范新冠肺炎疫情通过进口冷链
食品输入风险，方案要求，在做好进口冷链食
品新冠病毒检测工作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消
毒对新冠病毒的杀灭作用， 在确保进口冷链
食品安全的同时，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避免货
物积压滞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在口岸环节，方案要求，检测结果为阳性
的，按规定作退运或销毁处理。检测结果为阴
性的， 海关部门组织指导督促查验场地经营
者或进口企业， 对进口冷链食品的集装箱内
壁、货物外包装实施消毒。

在冷链运输和出入库环节，方案要求，进
口冷链食品运输过程中，承运企业不得开箱；
在国内运输段，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督促指
导冷链物流企业严格查验海关通关单证，落
实运输车辆船舶等装载运输装备消毒、 一线
工作人员个人防护等措施； 冷库接受进口冷
链食品时， 应如实记录并核对集装箱号及铅
封号，做好货物的出入库记录，相关资料和记
录应至少留存 2 年。

在流通环节，方案要求，对从口岸放行的
进口冷链食品， 在社会冷库或企业冷库倒箱
过车、入库存储前，相关生产经营单位查验货
物所附的消毒证明，如未消毒，则在掏箱卸货
时，对该批货物的集装箱内壁、货物外包装实
施消毒。

在市场环节，方案要求，加强进口冷链食
品是否消毒的相关证明查验工作，防止未经过
预防性全面消毒处理的进口冷链食品进入市
场；进一步完善追溯管理，做到所有进入市场
的进口冷链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②8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