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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提升消費品標準質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前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促進消費
品標準和質量提升，增加「中國製造」有效供給滿足消
費升級需求。
會議確定，要緊密圍繞消費需求旺盛、與群眾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的食品、家用電器、消費類電子、裝飾
裝修、服裝服飾、化妝品和日用化學品、婦幼老年及
殘疾人用品、文教體育休閒用品等一般消費品領域，
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和企業主體作用，建立政府主導制
定標準與市場自主制定標準協同發展、協調配套的新
型標準體系。
會議指出，一是緊扣消費品質量安全要素，加快制
定一批強制性國家標準。提高消費品國內國際標準一
致性程度，推動實現內外銷產品「同線同標同質」。
重點研製一批消費品製造的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

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和產業技術基礎領域急需標
準。開展科技成果轉化技術標準的試點，以科技創新
促標準升級。建企業標準領跑者制度，支持社會團
體、企業發展優於國家和行業的標準。
二是引導企業增強質量、品牌和營銷意識，弘揚企業
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實施精細化質量管理，支持企業提
高質量在線監測、控制和產品全生命周期質量追溯能
力，鼓勵大中型企業實施首席質量官制度。強化職業教
育和技能培訓，建立學校和企業「雙元」的技術人才培
養機制，推出體現技工價值的薪酬、榮譽等制度。強化
品牌建設，提高中國消費品知名度和美譽度。鼓勵社會
資本設立消費品標準和質量提升專項基金，營造尊重技
術、追求品質的良好社會氛圍。
三是創新標準和質量監管，實行隨機抽查企業、隨機
抽檢產品、隨機選擇檢測機構，加快建設跨部門、跨行

業的消費品質量信息公共服務平台。引導企業自我聲明
公開產品和服務標準，並將標準實施情況納入質量信用
記錄，加大社會監督。建立檢驗認證機構對產品質量承
擔連帶責任制度。

推進缺陷產品召回常態化
四是建立主要消費品質量安全追溯體系，強化消費維
權保護，推進缺陷產品召回常態化，建立消費品質量安
全懲罰性賠償、銷售者先行賠付、責任保險等制度。破
除地方保護，打擊進出口、網購中的侵權假冒和包庇、
縱容違法違規經營等行為。
五是把消費品標準與質量提升和裝備製造升級緊密結
合，以消費市場向中高端發展引導帶動裝備製造企業主
動提高設備產品的性能、功能和工藝水平，促進「中國 ■李克強日前在江西南昌考察晶能光電有限公司。
製造」全產業鏈升級。
中新社

生育補貼詐騙橫行珠三角
疑犯掌握精準信息 新晉父母頻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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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報道）隨着內地計生政策調
整，特別是全面二孩政策啟動，
犯罪分子炮製出以申領生育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因交易
公民信息多在網上進行，手法簡單，成本低廉，現
已出現一些專門從事收購和倒賣各類公民信息的職
業「掮客」(指替人介紹買賣，從中提取佣金的人)。
今年6月，廣州警方發現了一個以呂某為首，在
廣州從事買賣公民個人信息的作案團夥。據查，呂
某等人通過網上下載、購買的形式，非法獲取大量
公民信息，再將購買的信息通過互聯網與客戶交
易。大量信息涉及企業信息、個人身份、電話、房
屋、銀行卡、遊戲等資料交易後，將其出售給徵信
公司、貸款公司、諮詢公司及其他下線買家，相關
下線買家通過獲取的信息，進行非法追債、獲取個
人徵信報告辦理貸款業務、調查個人情況，實施
詐騙、盜竊、敲詐勒索等不法行為。
由於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最終警方出
動 500 餘警力，抓獲包括收購和售賣個人隱私，
以及進行下游相關犯罪活動的133名疑犯。

貼、疫苗補貼等為名的新電信詐
騙方式。由於疑犯能精確地掌握
受害人姓名及其嬰兒出生日期，
導致珠三角不少新晉父母中招，
被騙數千至數萬元（人民幣，下
同）不等。據警方介紹，由於大
量公民信息被洩露、買賣，這種
對特定群體精準化的詐騙手法正
逐步取代此前「撒網式」方式，
應引起警惕。

港生北上注意三類詐騙
三類詐騙

1. 假稱車禍詐騙家長

詐騙手法特點

疑犯以學校工作人員等身份打電話給
學生的家長，謊稱其子女「出車禍」或

疑犯通常冒充論文指導老師致電受害
人，以
「導師」
名義聲稱正與領導座談，

新生兒剛取姓名即洩露

長不知所措的情況下，一步步引誘受
害人到銀行轉賬匯錢，從而詐騙。
疑犯採取在網上、報紙上或在校園內
張貼的虛假小廣告進行招聘兼職在校
生的方式，騙取學生押金、保證金等。
3. 冒充指導老師詐騙

記者在廣東走訪中獲悉，在全面二孩政
策啟動後，今年 6 月起，各地生育高峰

陸續出現；與此同時，針對懷孕媽媽及新晉
父母的詐騙也隨之而來，各地警情陡增。
7 月 1 日，佛山的陳女士順利生下一名男
寶寶，然而，剛歡喜一個月，她卻被人以申
領生育補貼詐騙了一筆錢財。據她介紹，她
於 8 月 9 日接到一個自稱「九江醫院工作人
員」的電話，稱有一筆 650 元的生育補貼可
以領取，且須當日辦理，否則作廢。由於對
方能準確地報出母子倆的詳細信息，令陳女
士深信不疑。按照該「工作人員」的指引，
陳女士聯繫了另一個陌生電話辦理手續。

「急病」
住院，急需匯醫療費，然後在家

2. 兼職詐騙

職業
「掮客」
活躍
買賣公民私隱

需轉賬給領導為由，要求學生匯款。
資料來源：記者 敖敏輝

滬迪園黃牛黨猖獗 稱與內部員工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上海迪士尼自開園以來運營逾兩月，其間有
關黃牛倒賣快速通行證行為屢見不鮮，甚至
有黃牛依靠這樣的生意月入萬元（人民幣，
下同），而且不少黃牛販賣的通行證都貨真
價實，他們自稱與迪園內部人員合作拿到通
行證。
現在只要搜索網絡，不難發現有大量的上
海迪士尼樂園快速通行證出售，包含「飛越
地平線」、「創極速光輪」等熱門六大項
目，價格從 268 元至 178 元不等。黃牛承諾

所有通行證全是真品，而且會給購買者與快
速通行證配套的門票，其序列號是一樣的。
據悉，目前每張通行證都有對應的一張門
票，證明這張通行證是由對應的門票領取。
記者佯裝成消費者聯絡黃牛後，發現實際
上黃牛是由多人協作完成一單生意，先是網
上提前 24 小時下訂單，之後入園會有專人在
迪士尼樂園內把快速通行證送到購買者手
上；當確認收到真實可用的通行證後，再上
網和黃牛確認並支付費用，也就是網上攬客
和線下發證的至少要有兩名人員合作完成。

對方要求陳女士到銀行櫃員機查詢銀行卡
資料，並在對方的指引下進入英文界面操
作。陳女士在對方不斷催促聲中輸入密碼和

金額，很快，她就收到銀行卡轉出 3 萬元的
短信。陳女士隨即如夢方醒，馬上報警。
這已不是佛山第一宗因「申領生育補貼」
而被騙的個案。在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
角多個地區，均有此類案件發生。疑犯冒充
社保局、計生辦、醫院等單位，以申領疫苗
補貼、生育補貼、二胎補助金等方式詐騙。
昨日，記者加入廣州一個有近百名新晉媽
媽的微信群，經過群內問卷調查得知，超過
一半的父母接到過類似電話，至少 3 人被
騙。有的媽媽因金額不大，甚至沒有報案。
「我在懷孕期間，就接到過類似電話。更
讓人害怕的是，我的寶寶剛取好姓名去領取
出生證明，第三天便接到詐騙電話，根據新
政策，有二胎補助金。他們可以一字不差地
叫出我女兒的姓名。」廣州海珠區「80 後」
媽媽廖女士到現在猶有餘悸。
廖女士幾乎可以肯定，她和寶寶的信息是在

十一世班禪為信眾祈福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十一
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前
日到西藏林芝縣考察，在苯教
寺院吉日寺為五千多名信眾摸
頂賜福並發放加持物。班禪自
本月 18 日起赴林芝地區考察
調研並開展佛事活動，受到當
地僧俗衷心擁戴。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凱雷、
實習記者王美晴 北京報道

南方日報：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位置來抓
圖 片 題 目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青海考察時強調，必須把生態文
明建設放在突出位置來抓，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
護自然，築牢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實現經濟效益、社
會效益、生態效益相統一。《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
論員文章指出，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不僅對青海，對
全國各地加強生態文明建設都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文章談到，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建設取
得歷史性成就，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生態環境問題。各類
環境污染一度呈高發態勢，成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
而隨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對
乾淨的水、清新的空氣、安全的食品、優美的環境要求
越來越高，生態環境在群眾生活幸福指數中的地位不

圖片說明圖片說明圖片說明圖片說明圖片說明圖片說明圖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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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民生活質量的增長點，成為展現中國良好形象的發
斷凸顯，環境問題日益成為重要的民生問題。
明圖片說明圖片說明圖片說明圖片說明

習近平曾指出：「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
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
是經濟發展方式問題。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建設現
代化國家，走歐美「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行不通，必
須探索走出一條環境保護新路。文章指出，面對資源約
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
須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更加
自覺地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決不以犧
牲環境、浪費資源為代價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走出一
條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新發展道
路。在實踐過程中，重點是協調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
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讓良好生態環境成

力點，讓老百姓切實感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實實在在的
環境效益，為子孫後代留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銀行」。
文章進一步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一場涉及生產方
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革命性變革。實
現這樣的變革，必須依靠制度和法治。正如習近平總書
記所強調：「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
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當前，中國生態
環境保護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大都與體制不完善、機制
不健全、法治不完備有關。這就決定了全面深化生態文
明體制改革的重點，是構建產權清晰、多元參與、激勵
約束並重、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把生態文
明建設納入法治化、制度化軌道。

醫院被洩露的。「沒想到這麼一家大型三甲醫
院都會洩露個人信息，我們的隱私如何保證。」

受害人多屬於特定群體
據廣東警方消息，此類精準化電信詐騙確
實有增多趨勢。據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相關
負責人介紹，受害人往往屬於特定群體，如
股民、病人、新生兒、房產主、企業主等。
這些個人信息被內部人士兜售，或被犯罪集
團通過網絡攻擊獲取。從收繳的公民個人信
息數據來看，姓名、性別、聯繫電話、電子
郵箱、家庭住址、家庭成員、職業、收入等
涉及個人隱私的各方面都有。
該負責人表示，廣東今年已啟動「網安」
行動打擊售賣公民個人隱私行為，今後將有
更針對性的打擊行動。不過，由於售賣公民
信息是在網上進行，故受害者在廣東，但疑
犯可能在外省，這也給打擊帶來一定難度。

受賄逾 2400 萬
仇和一審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 貴
州省貴陽市中級法院
昨日一審公開開庭審
理了雲南省委原副書
記仇和受賄一案。仇
和被控受賄 2,433 萬
餘元（人民幣，下
同），當庭表示認罪
悔罪，法庭宣佈將擇
■仇和
中新社
期宣判。
據中通社報道，貴州省貴陽市檢察院起訴指
控：2008年至2015年，被告人仇和利用擔任中
共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雲南省委副
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及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
條件，為他人在項目推進、銀行貸款、工作調
整等事項上提供幫助，非法收受、索取劉衛高
等13人財物，共計折合2,433萬餘元。
公訴機關在庭審中出示了相關證據，仇和及
其辯護人進行了質證。仇和還進行了最後陳
述，當庭表示認罪悔罪。

小啟
因版面安排關係，「玩轉粵港澳」、「兩
地融通」今日暫停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