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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近日，中
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发了《关
于集中治理诚信缺失突出问题 提升全
社会诚信水平的工作方案》，组织中央文
明委有关成员单位，针对人民群众普遍
关注的诚信缺失问题，针对经济社会领
域出现的失信突出问题，集中开展19项
专项治理。

中央文明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诚信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政务
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建

设，深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发挥中央
文明委统筹协调作用，加强诚信宣传教
育，加强征信体系建设，加强集中专项治
理，严肃查处失信行为，构建信用联合奖
惩联动机制，长抓不懈，久久为功，打造
不敢失信、不能失信、不愿失信的社会环
境，形成全社会诚实守信、重信守诺的良
好风尚。

这次集中治理行动，包括电信网络
诈骗专项治理，互联网虚假信息、造谣传
谣专项治理，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
治理和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生态
环境保护失信行为专项治理，扶贫脱贫
失信问题专项治理，无证行医、非法医疗
问题专项治理，假药问题专项治理，拖欠

工资问题专项治理，“不合理低价游”专
项治理，逃税骗税和“假发票”问题专项
治理，法院判决不执行问题专项治理，交
通运输失信问题专项治理，论文造假、考
试作弊专项治理，骗取保险问题专项治
理，非法社会组织专项治理，慈善捐助失
信问题专项治理，营业性演出市场虚假宣
传及炒票问题专项治理，“假彩票”问题专
项治理，假球黑哨、使用兴奋剂问题专项
治理等19项治理工作。每项专项治理
工作均明确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并提
出具体举措，确保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中央文明委提出，要加快推进征信
体系建设，全面建立各领域信用记录，建
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网络，健全信

用信息公示机制。要构建信用联合奖惩
联动机制，建立健全信用红黑名单和公
共信用评价制度，发挥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的引导力和威慑力，鼓励
失信主体加快整改修复信用，引导全社
会褒扬诚信、惩戒失信。

中央文明委还要求，要加强诚信宣
传教育，组织“诚信建设万里行”主题宣
传，加强诚信理念教育和风险意识教育，
开展诚信主题实践活动，学习宣传诚实
守信道德模范，开展诚信公益广告宣传，
把诚信建设作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的重要内容，把诚信要求融入社会规
范，引导人们将诚信价值准则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日前，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
院执行了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被执行人戴某没有房产、没有车辆、没有
银行存款，却在两家保险公司购买了39
份理财保单，以为这样就能逃过法院的执
行。但戴某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保险公
司的投保理财保单终究还是没藏住。

2016 年 4 月，梁溪法院受理一起
某银行诉江苏某电缆公司、无锡某电缆
公司、江苏某电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及
戴某等人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涉
案标的2500万余元。案件判决生效后
转入执行程序。经查，上述被执行公司
的抵押财产及相关机器设备经拍卖、变
卖不足以偿还相关债务，且相关厂房及
被执行人名下房产均已被其他法院设立
抵押登记，梁溪法院轮候查封。公司名
下汽车无法找到，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今年5月，承办法官再次走访江苏
某电缆公司与江苏某电工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但这两家公司均已不正常经营，
相关法定代表人戴某等人也已经被公安
机关刑事拘留。

就在案件毫无头绪的时候，戴某在

两家保险公司购买的 39 份理财保险
“浮出水面”。查询到相关财产事实后，
法院立即向两家保险公司发函要求协助
执行，冻结了被执行人名下的保险。之
后，承办法官又申请保险公司为被执行
人退保。至此，这起金融借款纠纷案件
共执行到退保金额及相关收益1070万
余元。

“在大部分人看来，保险是一种保
护财产的手段。有的被执行人试图通过
购买理财型保险来规避债务，但保险并
不是‘保险箱’。”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
人民法院法官刘德龙说，自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于今年7月发布《关于加强和
规范被执行人所有的人身保险产品财产
性权益执行的通知》后，保险不再是隐
性资产，一旦进入执行程序，都将“曝
光”，想通过保险避债的投机取巧终将
受到法律的制裁。

记者了解到，人身保险产品财产性
权益包括依保险合同约定可领取的生存
保险金、现金红利、退保可获得的现金
价值 （账户价值、未到期保费），依保
险合同可确认但尚未完成支付的保险

金，及其他权属明确的财产性权益。人
民法院在执行时也会考虑充分保障被执
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存权利及基本
生活保障。

被执行人的失信行为导致法院生效
判决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很难得到有效
执行，债权人的债权得到实现的比例较
低，实现的过程较长。这让很多当事人
感到正义的实现并非如己所愿。

“被执行人逃避执行，很大程度上
说明是有能力执行的。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就是我们讲的典型的‘老
赖’。”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姜先
良认为，当事人要把自己看作是法院执
行工作的协助者，主要是给法院积极提
供财产线索和行踪线索。

针对传统执行模式下的查人找物难
题，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14年建立网
络执行查控系统，通过信息化、网络
化、自动化手段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
产。近两年，这一网络查控系统进一步
完善，通过与公安、交通、民政、银行
等部门联网，实现多种财产形式的“一
网打尽”。

姜先良谈到代理执行案件体会时
说，现在可能对于当事人和律师而言，遇
到的突出问题就是法院执行案件案多人
少，由于法官满负荷工作，导致一些案件
联系不上法官，或者迟迟排不开时间。

姜先良认为，要解决执行难问题，
基本的原则是要坚持科学精神，一方面
需要优化不良债权产生的社会环境，另
一方面要优化不良债权的司法实现过
程，规范法院的执行行为，提高执行效
率。同时，还要构建完善社会诚信体
系，将“老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采取限制高消费等一系列措施，让
失信者寸步难行。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出国不能
买机票，回家坐不了高铁、动车，申请
贷款、办理信用卡被拒……越来越多的

“老赖”尝到了联合信用惩戒的“滋
味”，主动上门还清债务。

中央文明委组织开展诚信缺失突出问题集中治理
着力提升全社会诚信水平

理财保险不是避债“保险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近日印发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
革方案》明确，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实
行以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党委和政
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并着眼建立健
全职责清晰、运行顺畅、保障有力的制
度机制，在干部管理、机构编制管理、
业务和收入管理、构建税收共治格局、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
求，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对税收工作的统
一管理，理顺统一税制和分级财政的关
系，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建立优化高效统一的税务机构职能
体系。合并后，要以推进税务系统职能
高效为着力点，通过改革重构税务机关
组织体系，优化结构布局和力量配置，
科学设置内设机构，节约税务管理成
本，将更多力量向业务部门和一线部门
倾斜，强化税务稽查力量，通过转变职
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
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

提高税收执法的统一性。改革后，

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收管理职责将
并入税务部门，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进
程也进一步加快，征收管理面临的情况
更加复杂，迫切需要加快统一税收立
法，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完善与新机构
职能相匹配的税收政策制度，理顺统一
税制和分级财政的关系，用一个税制、
一把尺子，提高税收执法的统一性和规
范性。

理顺税务总局为主的双重领导管理
体制。税务系统从总局到乡镇税务分局

（税务所） 的五级管理机构，链条长、
节点多，要协调处理好上下层级税务机
构之间权责关系，建立税务部门与地方
各部门协同开展的“税收共治”格局，
注重发挥地方政府的管理作用，共同推
进依法治税和依法收费，共同打击涉税
违法犯罪行为，为税收工作高效开展提
供保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顺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变化的

重大举措。税务系统要在机构改革过程
中同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对
此，《改革方案》提出以纳税人和缴费人
为中心，推进办税和缴费便利化改革，从
根本上解决“两头跑”“两头查”等问题，
切实维护纳税人和缴费人合法权益，降
低纳税和缴费成本，促进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税务机关。

持续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在改革进
程中要继续用税务系统权力的“减法”
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持续革除不
合时宜的陈规旧制，逐步整合统一业务
办理流程，做到为群众解绊、为企业松
绑、为市场腾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
公平性，保障各类市场主体机会平等、
权利平等和规则平等。要持续推进简政
放权，通过改革为创新发展添动力，为
公平营商创条件，为干事创业增便利。

构建更加便民的服务体系。要积极
稳妥推进综合性办税场所“一厅通办”
所有税收业务，让群众进一个门、到一

个窗口、跑一次就能办成事。同时，加
速融合网上办税系统，推进“一网通
办”，研究构建全国统一的税费征管信
息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两头跑”问
题，让群众在掌心里、指尖上就能办好
事。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创新公共服务
供给机制，推动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
服务提供方式多样化。

以科学管理推动优质服务。党的十
八大以来，税务系统全面落实“放管
服”改革，为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
环境奠定坚实基础。要与机构改革同
步，深入转变重审批轻监管的行政管理
方式，把更多资源从事前审批转到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上来，同时推进“互联
网+监管”，加快推进监管信息共享，确
保把该管的事项管住管好，以管理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以管理推进纳税信用体
系建设，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为优化税
收营商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公共
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

刘天章，字云汉，1893年12月出生于陕
西省高陵县（现为西安市高陵区）一个农民
家庭。1918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
作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参加了五四运
动。为此他曾遭警察逮捕，但不久即获释。

1920年1月，刘天章和杨钟健、李子洲、
魏野畴等人，将陕西旅京学生团改名为旅京
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向陕
西人民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0年春，参加
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
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1年10月，刘天章和杨钟健、李子
洲等人创办《共进》半月刊，创立了陕西旅
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刘天章被
选为共进社的常务主席兼编辑股主任。

1922年冬天，刘天章加入了由李大钊
参加领导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并当选为第四届
执行部副主任兼会计。

1924 年 6 月，刘天章从北大毕业后，协助李大钊在北
京做党的地下工作。同年秋，在李大钊支持下，刘天章弃文
从戎，到当时倾向革命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毅部所在地河
南开封创办学生军，并在学兵队里建立了党团组织，任书
记。1925年秋，刘天章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兼军委委员，
与书记王若飞一起创建了开封地区的党团组织。

1927 年 2 月，刘天章受党派遣，赴陕西任中共陕甘区
委候补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并兼任陕西《国民日报》社长。
刘天章主办的《国民日报》，作为革命高潮时期陕西人民的
喉舌，发挥了宣传革命思想、促进革命运动的作用，深受各
界人士的欢迎，是当时陕西地区销量最大的报纸。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利用《国民日报》揭露和批判
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同年 7 月 8 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扣
押。在狱中秘密组织监狱党支部，他担任支部书记。1929
年夏，在蒋、冯分裂军阀混战的形势下获释出狱。出狱不
久，刘天章被派往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任省委委员，
公开身份是《天津商报》总编辑。

1930年春，刘天章在天津又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备
受折磨，但坚不吐实，一直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秘
密，是年9月被释放。

1930年10月，刘天章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前往山西，参
与领导恢复和重建遭到破坏的山西党组织。他先后担任中
共太原特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等职。经过他与
省委其他同志的艰苦努力，山西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
展。同时，他还深入工农，开展工农运动和兵运工作，组织
工农武装，先后在吕梁地区建立了两支红军游击队。1931
年3月，在离石县九里湾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
队。1931年7月4日，刘天章参与组织驻平定县的国民党
高桂滋部2000 余人的武装起义，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二十
四军，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阜平县苏维埃政府。

1931年10月21日，刘天章等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
中，敌人对他软硬兼施，酷刑拷打，妄图从刘天章等人身上
获取我党的重要机密。但刘天章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
残酷折磨和摧残，保守了党的机密，坚守了共产党员的革命
气节。不久，刘天章深知敌人对他们要最后下毒手，牺牲是
不可避免的，便脱下自己身上的破毛衣请狱中的党员转交
给党组织，作为他最后交纳的党费。

1931年11月13日下午，刘天章在太原英勇就义，时年
38岁。他的战友赵九鹏曾赋诗撰文纪念他：“太原闹革命，
潜足亦潜行。义起平定县，血染阜平城。赫光死奋勇，天章
受酷刑。火链盘腰烧，凛然贯长虹。洒遍烈士血，山河换光
明。光华开昌运，是慰在天灵。”

文/新华社记者 李 浩 （据新华社西安8月6日电）

近日，贵州赤水市宝源乡种植的千
余亩香水莲花进入盛花期，当地村民忙
着采摘、烘焙、包装供应市场。

近年来，赤水市宝源乡积极推进农
业与乡村旅游等产业相融合，引导村民
将闲置土地进行资源整合，采取“公
司+支部+农户”模式，打造千余亩集
观赏、药用、食用为一体的香水莲花种
植基地，产品销往深圳、香港等地，亩
均效益近万元。

本报记者 王新伟、通讯员 王长育
摄影报道

完善系统运行机制 提升税收征管效能
胡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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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8月6日电 记者庞彩霞报道：由广东省委宣传
部、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联合主办的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将于8月
10日至14日在广东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届时
展出图书及文创产品约20万种，举办260多场文化活动。

据介绍，本届南国书香节展场面积达4万平方米，重点
设置广东出版馆、中国出版集团馆、羊城书展馆、少儿馆、品
牌出版馆、数字出版馆、人文馆等展销专区，新增省际交流
馆、新西兰馆、城市书店馆和美好生活馆。今年南国书香节
除了广州主会场外，广东全省共设置19个分会场，实现了
书香节对全省所有地级市的全覆盖。

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将办

8月6日，市民在菜摊前选购蔬菜。当日，北京永外街
道一家集早餐、菜场、超市于一身的便民综合体正式开放。
据介绍，这里曾是一片门脸房，妨碍交通，影响环境。经过
治理，永外街道将这些门店改造为2300余平方米的便民综
合体，方便居民生活。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香水莲开出致富花

刘
天
章
像
。

新
华
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