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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

严厉整治

非法会议营销
文光辉

近期，非法会议营销欺骗消费者事件屡
屡曝光，虽然各地工商和市场监管、公安等部
门采取措施严厉打击，但由于非法会议营销
不断变换欺骗手法，加上消费者防范意识不
强，导致不法会议营销不断得逞。

家住重庆涪陵区的何大妈老两口勤俭节
约一辈子，攒下30多万元积蓄。今年6月25
日半夜，老伴儿突发重病，被120急救车送到
医院救治。可是，在缴纳手术费时，何大妈却
拿不出钱来。老两口的30万元积蓄上哪去
了？在子女们的追问下，何大妈才说出这30
万元的去向。原来，何大妈遇到一家销售保
健品的商家，经常被组织去听各种讲座，宣传
保健品的好处。每次听课后，对方销售人员
总是亲热地挽着她的手，嘴巴甜得像抹了蜂
蜜一样，不停地叫着叔叔阿姨，并送各种小礼
品。去的次数多了，觉得不买点都不好意
思。在会议营销商的宣传鼓动下，何大妈动
心了，开始不断购买保健品，每次购买都是好
几箱。何大妈每顿饭前吃、饭中吃、饭后还要
吃，但还是难以吃完。几年下来，30多万元
积蓄全部用在了购买保健品上。后来，发觉
吃了这些保健品并无疗效，于是找商家“理
论”，商家要么关门走人，要么以没购货发票
等为由拒绝退货。

何大妈的遭遇并非个案。最近一段时
间，重庆市工商局涪陵区分局12315消费者
投诉举报中心不断接到消费者投诉，称他们
时常受到会议营销欺骗。随即，该局集中开
展了一次非法会议营销专项整治行动。

当前，会议营销行为已成为不法分子欺
骗消费者的“重灾区”，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
稳定。必须出重拳，严厉打击非法会议营销。

（作者单位：重庆市工商局涪陵区分局）

编者按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个人道义，更是现代社会行为准则。

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有效防范各类风险的重要条件，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坚实根基。

近日，本报推出“诚信建设万里行”专栏，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和共鸣。很多读者来信，讲述自己亲身经历或身边人碰到的不

讲诚信事例，以及社会、企业和个人诚实守信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全社会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具体建

议，并对本报继续办好这个专栏提出了宝贵意见。

完善农户征信体系
刘祖刚

以往，由于农村中没有什么资
产可作抵押，农民要贷款一直是老
大难问题，导致一些讲诚信的农民
朋友脱贫致富步伐变慢放缓。

刘海是江西遂川县碧洲镇栗头
村农民，因经营不善，首次创办的鞋
厂生存几个月即破产，欠下 8 万多
元债务，很快他靠打工挣钱还上欠
款。2006年，刘海贷款酿造特产纯
粮酒，种果树，建养猪场……生意一
点点做大。他说：“这全是信用贷款
救了我！”

2011年，碧洲镇创建遂川县第

一个信用乡镇，享受到信用越好利息
越少的实惠。以刘海50万元的贷款
为例，非信用乡镇利息将近8厘，碧
洲则为5厘多点，一年下来仅利息就
少支出1.5万元。此后，遂川陆续出
现52个信用村、4个信用乡镇，更多
农户享受到了优质、优惠贷款。5年
来，仅遂川农商行就为“信用乡镇”提
供客户优惠利息贷款共计579万元。

笔者认为，构建诚信社会，农村
这块“短板”必须下大力气“补长”。

建议完成农户信用信息数据的
采集、入库、评级、授信。在所有村

（社区）逐户建立动态农户信息电子
档案，采集家庭基本情况、收支情
况、财务情况、个人品质和信用情
况、社会关系情况及加分项，设置必
填指标和弹性指标，全面摸清农民
信用“家底”。

同时，将信用体系与精准扶贫结
合起来，撬动金融扶贫，让贫困户“不
差钱”。对信用乡镇、信用农户的评
定，实行差异化对待，给予农户特别是
讲诚信的贫困农户实打实的“红利”。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不断动
态更新信用评级，不给“铁帽子”。
头年评上，第二年不达标一样“摘
帽”。对连续获得信用乡镇、信用村
称号的，金融机构给予农户授信额
度逐年提升奖励。

（作者单位：江西遂川县委宣传部）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彭世繁

同事小张花了 32.8 万元在县
城繁华地段买了一套商品房，拿到
钥匙后小张约笔者一起去看房。来
到小张的新房门口，见几个人正在
里面装修。小张急忙上前询问，其
中一个自称是房主的王某不解地
说：“这房子是我花 35.8 万元买
的，怎么能是你的呢？”说完拿出
付款凭证和购房合同给我们看，小
张马上也拿出了付款凭证与购房合
同。很显然，这是房屋开发商在中
间“搞了鬼”，于是二人一起去找
开发商。

“为啥一房两卖？”面对小张和
王某的质问，开发商面无愧色，大
言不惭地说：“谁给的钱多我就卖
给谁。”“你这人咋不讲诚信？”开
发商却说：“诚信多少钱一斤，我
们生意人只认钱。”小张无奈地
问：“你把我的房卖给了他，我怎
么办？”开发商回答：“把钱退给
你，你再买。”

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没有
诚信必将失去人心，甚至会触犯法
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
天，要求每位公民诚实守信、遵纪守

法、和谐友善。然而，在现实生活
中，个别人为了谋取私利，不讲诚
信，不计后果，坑蒙拐骗。尽管这些
人是社会的极少数，但也绝不能任
其存在、滋生和蔓延。

如何才能提升社会的整体诚信
度？笔者以为，首先要建立社会公
共信用体系，加强诚信宣传，做到家
喻户晓，形成人人遵守诚信的浓厚
社会氛围；发挥诚信公共体系作用，
表彰诚实守信先进人物，引领社会
向诚实守信健康方向发展；批评鞭
策不诚信的人和事，给不诚信之人
建立档案，记入“黑名单”，向社会曝
光“污点”，让失信者也失人心，在社
会上寸步难行，唤醒他们不诚信的
耻辱感。

（作者单位：河南西华县委宣传部）

不久前，家住本社区的一名大学生找
到笔者，要求社区给他出具一份参加社会
实践的证明。“你没有在社区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是不能开这个证明的。”“不就是
开个证明嘛，有这么难吗？”学生一脸不高
兴。学生的父母都是企业下岗失业人员，
家庭经济十分拮据，孩子利用社会实践实
习时间在外打零工补贴家用，眼看实习期
要过了，没有社会实践证明就不能毕业。
一家子的窘境确实令人同情，但这种弄虚
作假的证明，社区怎么能开？

社区出具一份虚假的社会实践证明
看似问题不大，但折射出的是学生、社
区、学校三方的诚信缺失。没有在社区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却硬要社区出具证
明，说明该学生置诚信如儿戏，将来走向
社会又怎能以诚信为本？社区如果出于

同情没有守住诚信底线为其出具虚假证
明，作为最基层的社会组织，这一做法就
是一种严重失职。学校如果不对学生的
社会实践活动追踪调查，轻易采信学生
提供的证明，就会让社会实践活动流于
形式，更会助长学生弄虚作假投机取巧
之心，贻害无穷。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
关系深刻变化，人们的诚信意识和诚信
观念遭遇严重考验。“老实人吃亏，取巧
者得利”。在此社会思潮驱使下，越来越
多违背诚信的现象开始显现，对人对社

会危害极大，须高度重视严加治理。
笔者认为，首先要强化诚信教育和

道德建设，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其次要加强诚信法治建设，将
社会诚信纳入法制轨道；第三是政府
要以身作则，做诚信建设的模范。治
理诚信缺失，率先垂范是关键，必须
加大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力度，
任何政府部门都要按照诚信原则来组
织和建构，各级干部都应按诚信原则
行使职权，政务公开，依法行政。

（作者单位：湖南桃江县松木塘镇桃锰社区）

近段时间，笔者常接到移动公司客服打来的“骚扰”电
话，不断推介各种所谓的优惠活动，如赠送话费、手机、免费
试用赠流量包等。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就算是“提速降
费”，也不可能白送，原来都是陷阱。

笔者深入了解后发现，凡是手机包月套餐话费较低的，移
动公司则通过搞各种促销活动，千方百计让你接受赠送的话费
或包月流量，赠送到期不予提醒，用户如果没有及时取消，计
费随即开始，多花冤枉钱是肯定的。尤其免费赠送手机，一旦
接受使用，包月租费跟着提高，想要更改套餐则需一定期限，
用户不知不觉中套，实际比买一部手机还贵。很多用户都有同
感，感觉受到了欺骗。

热情服务没有错，但这种套路行径，让消费者十分反感。
据了解，各地移动公司的服务外包项目很多，大都打着移

动公司的旗号。笔者认为，这种看似提供“热情服务”“为用
户着想”，其背后是为了赚取不当利益。希望电信部门认真清
理门户，加强自身市场经营秩序的整顿，不断提供货真价实的
服务，重塑企业良好形象，赢得市场、赢得用户，靠诚信经营
才是正路。 （作者单位：山东临沭县人大）

靠诚信经营才是正路
李长瑞

诚信建设

要法治更要德治
田忠华

今年4 月份以来，某金融法人机构通过
悬赏公告方式，对105户“老赖”实行强制依
法催收，促使部分“老赖”与银行取得联系，归
还贷款，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慑作用。

不可否认，依法清收能够促使“老赖”在
法律的震慑下“不情愿”偿还债务，被强制履
行应有承诺。然而，笔者认为，只有把“要我
守信”变为“我要守信”，才能够更好地维护社
会环境，传承我国传统的美德。因此，诚信建
设要“法治”更要“德治”。

教育为先。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诚
信教育活动，通过公示的方式，从思想上打垮
不诚信之人的心理防线。

依法惩治。通过法律手段，让“老赖”们
出不了门，上不了飞机，做不了生意，达不到
逍遥法外的目的。

以“德治”治根本。加强对青少年诚信思
想教育，家长要为孩子做好诚信表率，在孩子
幼小的心灵里种下诚实守信的种子。同时，
学校要强化诚信教育课目内容，引导在校学
生树立良好的诚信观念。

维护社会诚信环境，需要公众的共同努
力，需要人人都有诚实守信的观念，只有把“要
我诚信”变为“我要诚信”，社会才能向文明发
展方向进步。（作者单位：山东巨野农商银行）

为“一两面钱”点赞
鲁志枢

前不久，笔者途经湖北云梦一景点附近的餐馆吃饭，按标
价一碗三鲜面是2两，收4元钱，笔者要了一碗3两的加量三
鲜面，应付6元钱。可是，店家老板却退还了1.5元，只收取了
4.5元钱。他说：“三鲜料没加，只多加了1两面，因而只需加
收5角钱，否则是砸自己的牌子。”事后笔者了解到，当地为了
营造“薄利多销，诚信经商”环境，从创建“责任政府”入手，实
行市场监管联合执法，不论是食品安全还是价格欺诈，一律纳
入“110”投诉呼叫，一呼就到。开始实施时“110”忙得焦头烂
额，现在已很少再接到投诉了。

时下，不少商家有“利润不翻番等于白干”的做法。“一
切由市场说了算”也成为许多地方政府部门放松管理的挡箭
牌。人们还记得曾经曝光的事件，青岛的“天价虾”；一盒
13元左右的酸奶进了酒店就变成了50多元；珠海某景区严
禁自带饮料食品，景区内一瓶矿泉水卖15元、一只玉米棒
要20元……这些都是源于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到位。

相比之下，笔者不禁要为云梦那“一两面钱”点赞，不
仅体现出商家的诚信，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当地市场监管部
门务实为民的工作作风。（作者系湖北武汉市将军路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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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下图 近日近日，，江西全南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江西全南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的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报局的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报，，对市场上售假对市场上售假、、欺诈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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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抚州市黎川县委宣传部刘霞：《经济日
报》近日刊出的“诚信建设万里行”专栏非常好，
有助于推进诚信社会建设。网络服务提供者遵
法守信是关键。大众点评暴露出的失信问题是
网络服务提供者未能遵法守信，其通过软件引
导和诱导消费者对景点、酒店、餐厅等作出评
价，以此来提升信誉度和知名度，进而赚得更多
利润的做法，如果不能得到控制和纠正，所造成
的危害令人担忧。比如，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
台提供者在利益的驱使下，默许“有照无证”的餐
饮经营户在平台上从事经营活动的危害极大。

河北承德市李凤文：当前，一些企业和机构
组织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透露其个人隐
私，不仅给消费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良影
响，有的甚至还威胁到人身安全。《经济日报》发
挥舆论导向作用，敢于对不诚信事件予以曝光，
充分体现了为读者服务的办报宗旨，彰显了权
威性和公信力。对于不诚信的企业和不诚信行
为，除加强舆论监督外，更重要的是监管部门应
加大惩处力度，让违法违规者付出巨大成本和
代价，在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真正
做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湖北襄阳老河口市竹林桥中学孟国：建立
诚信社会尤其是对中小学生很有教育意义。加
强对中学生的诚信教育，学校责无旁贷。老师
应格外重视学生的自我教育，让学生们都能做
到说话算数，做人正直，不袒护包庇别人错误，
不揽功诿过。同时，对学生的诚信教育不能仅
仅停留在口号上，要从点滴小事做起，让学校、
老师的诚信影响和教育学生。

江西赣州市全南县陈声年：看了《经济日
报》7月9日一版刊登的《为什么微信好友能看
到我去过的餐厅和酒店》文章后，让我们感到个
人隐私无处可藏。现在，人们上网购物、点评、
浏览页面等会显示个人位置，有些还要报上电
话、姓名等，这些都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因
此，需要尽快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让缺失
的法律堵上这个漏洞，对那些盗卖公民个人信
息的公司和个人要坚决打击。

山东临沂市常睿：把大众点评网上的用户
信息分享到微信群，等于泄露个人隐私。这类
功能是设计者在用户体验方面考虑不周造成
的，仅整改还不够，还应消除此前相关信息管理
保护不当对用户产生的不利影响，清除不该显
示的内容。在媒体的监督下，大众点评公开道
歉，是对错误做法的根本纠正，是行业健康发
展、走向正轨的关键所在，这证明了《经济日报》
在督促企业健康发展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河南西峡县胡勇俊：一些互联网平台不能
严格按照《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依法依规经营，侵犯消费者权益，消耗平
台的公信力，更伤害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当前，
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规范化管理和有效治理已
刻不容缓。笔者认为，可从加大宣传普及、提升
消费者甄别能力方面入手，鼓励消费者维权举
报，敦促平台自律。

江西遂川县左安中学教师李书哲：在注册
APP时，基本都会被问到：是否绑定手机号或邮
箱？是否读取手机通讯录？是否关联支付宝？
是否发送即时通知……每个问题都让用户纠
结。这不仅是大众点评的问题，更是所有APP
共同的网络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对大众点评侵
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互联网监管部门和
市场监管部门应该依法予以查处。

山东滨州市张建芳：诚信是做人之根本，也
是任何一家公司企业长足发展之根基。若违背

“知信、用信、守信”准则，损坏他人利益，窃取私
人信息，必为世人所不耻，必将付出代价。希望
《经济日报》继续加大舆论监督力度，揭露短板，
助力现代经济体系营造优良的信用环境，共筑
社会诚信万里长城。

这种虚假社会实践证明不能开
朱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