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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3 月 4 日电(记者姜微、何欣荣)一年之计在于
春。虽然天气细雨霏霏，上海经济却充满春天的奋斗气息。

最近，上海市商委公布 1 月份利用外资情况：新设外资项目
563 个，同比增长 69 . 1%；合同外资 100 . 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7 . 6%；实到外资 14 . 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 . 5%。从数据看，
迎来“开门红”。

2019 年怎么将“开门红”保持下去？上海早早开始谋篇布
局——— 春节后第一天，上海举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会
议”，打响开工“发令枪”。上海市委市政府表示，要坚定决心和信
心，把营商环境打造成为上海的“金字招牌”。

一以贯之，一马当先

“来上海前，我们在北京已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到上海
后，面临资质重新认定。过去，省级资质认定一般要三年时间。而这
一次，在普陀区科委牵头协调下，我们仅用了 20 多天就重新完成

认定。”在近日普陀举行的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大会上，中国邮政
集团旗下中邮科技董事长方向阳说。

上海市委市政府认为，对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要赢得发展
的主动，不可能简单依靠优惠政策的比拼，更不可能靠低要素成
本来竞争。唯有优化营商环境，才是最持久、最强劲的制胜之道。

过去一年，上海相继推出扩大开放 100 条、支持民企 27
条，形成改革大突破；推动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政务数据
归集，实现资源大整合；从审批到服务，从部门本位主义到协
同配合，带动思想大转变；浦东证照分离，静安“四个一”，长宁
“八张牌”，嘉定“六减六加六集成”，迎来亮点大展现……

用心付出，收获也满满。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营商环境报
告中，中国总体排名从第 78 位大幅攀升至第 46 位，其中上海
权重占 55%。截至 2019 年 1 月底，上海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 674家，继续保持在全国扩大开放、利用外资“一马当
先”的位置。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论力度，全国领先；看成绩，实实在在。在取得巨大进展的
情况下，为何节后一开工，上海又紧盯“营商环境”不放？

“优化营商环境，是落实中央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
任务的先手棋，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需要，
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一招。”上海市委市政府表示。

今年 2 月，上海公布优化营商环境 2 . 0 版，包含开办企
业、施工许可办理等 25 个方面的内容。文件对这些政务服
务的办理环节、办理时间，均给出了明确的数量指标，可谓
条条实在、含金量颇高。

比如开办企业，力求最大限度便利化，环节将由 4 个减少
到 3 个，办理时间由 9 天减少到 3-5 天；施工许可实行分类监
管模式，环节由 19 个减少到 14 个，办理时间由 169 . 5 天减少
到 97 天；跨境贸易进口单证时间将降为 8-10小时，单证费用
降为 70 美元……

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更好，没有最
好”。抓营商环境建设，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滚石上山，一
松就退”。

上海决策层看得很清楚：对照世行标准，上海营商环境有
些单项排名低于均值和兄弟省市。放眼国际竞争，排名靠前的
国家还在不断改进优化。只有借鉴各地经验做法，善于博采众
长，上海才能实现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全面进步。

聚焦靶心发力，当金牌“店小二”

用 3 年的时间聚集全国超过 4 亿消费者和 360 万活跃商
家，市值直逼京东，拼多多的成功是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胜
利，也是上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有力注脚。

拼多多联合创始人陈磊说，拼多多的发展受益于上海降低

要素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政策举措，离不开上海高质量的
人才储备，以及发达的信息服务、物流快递等构成的产业生态。

“营商环境好不好，不能唯世行排名，关键要让企业和群
众评价，看他们是点赞还是吐槽。”上海市委市政府表示，围
绕企业和群众的感受，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靶心发力。

上海在全国首创的“一网通办”，是今年要聚焦的靶心之一。
负责推进“一网通办”的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池龙说，用户
在电商平台购物，买的是一件件商品。而企业群众到“一网通办”
平台办事，对应的是一个个主题。后者的复杂性远超前者。

比如，用户“想开个餐饮公司”，需要办理“名称预先核准
登记”“企业及分支机构营业许可”“酒类零售许可证”等“一批”
事项。2019 年，上海“一网通办”计划新增 100 个企业主题式
服务，让政务服务的“货架”更丰富些。

市里发力，各区也在比拼。上海市委市政府表示，把“店小
二”服务落到实处，公务人员要“眼睛亮、反应快、手脚勤”，主
动想企业所想、急群众所急。

徐汇区围绕“一号、一网、一门、一窗、一次”改革目标，构
建“指尖上、家门口、一体化”的政务服务体系；松江区谋划借
助“G60 科创走廊”建设，让更多的政务服务在长三角实现跨
区域“一网通办”；奉贤区加强“例外”研究，为企业提供更多个
性化服务……

人勤春来早。以营商环境为抓手，2019 年的上海经济，有
看头更有盼头。

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记者鲁畅)日前，在公安部组织的
“净网 2019”专项行动中，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会同海淀公
安分局打掉了一个为境外电信网络诈骗人员提供钓鱼网站的
犯罪团伙，该团伙协助诈骗分子作案 80 余起，涉案金额约 300
万元人民币，成为重拳打击涉网犯罪又一成功案例，对潜在涉
网犯罪形成有力震慑。

作为套取个人信息的一种上游手段，制作钓鱼网站与利用
个人信息实施非法获利、诈骗等行为构成了涉网犯罪“黑链条”。

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民警李文涛介绍，在已破获的 80 多

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受害人会接到一条内容为信用卡提
升额度的短信，并附有链接，点击链接即进入钓鱼网站。“受害
人输入相关个人信息和银行卡信息后，诈骗分子在后台利用
这些信息实施盗刷银行卡犯罪。”李文涛说。

据介绍，这些钓鱼网站与官方网站的域名有很强的相似
性，会将一些官方的域名中的“O”变成“零”“1”变成“L”，以
提高迷惑性。犯罪分子建设钓鱼网站主要为获取被骗事主银
行卡信息，后通过购买物品等方式将受害人卡里的钱进行消
费或转账，以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陈某某、黄某某二人从事互联网相关
领域工作，为更快获利，走向了犯罪道路。在掌握大量证据后，
2019 年 1 月 25 日，网安总队会同海淀分局前往广东省普宁
市，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二人抓获，二人因涉嫌非法利用

信息网络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工作中。
除了直接获取受害人银行卡信息，钓鱼网站还通常与电

信诈骗相结合，危害性极大。在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此前破
获的一起案件中，涉案公司长期为多个诈骗团伙提供网站制
作等“一条龙”服务，涉及各地诈骗案件 700 余起，涉案金额
3000 余万元。案件中，受害人曹先生收到冒充《出彩中国人》栏
目发送的中奖短信，称他被选为幸运观众，将获得奖金 158000
元及苹果笔记本电脑一台。曹先生随后登录了短信附带网址，
看到写有《出彩中国人》的网页制作精良，便在网页填写了其姓
名、电话、身份证号及银行账号等个人信息。

随后，曹先生接到自称网站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称需
缴纳一定钱款当作保证金才能领取奖金，信以为真的曹先
生向对方账号转入 6000 元钱。然而此后几天内，曹先生未

收到奖金和奖品，客服热线再也无法打通。
网安总队办案民警介绍，随着个人电脑安防软件的不断

升级和手机网银 App 的兴起，传统电脑网页版钓鱼网站的存
活时间也越来越短。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分子则将目光转移到
了手机上。如果没有安装手机安防软件，一般人难以识别出短
信链接里的网站是否存在风险，可能成为钓鱼网站的受害者。
一旦用户点进恶意网址，触发网站内恶意木马、病毒等程序，
就面临账号密码丢失或者隐私信息泄露等威胁。

办案民警表示，按照公安部“打源头、断链条、摧平台”的
工作思路，北京公安部门在打击传统的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犯
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同时，也将对存在于上游为其犯
罪提供作案工具、协助其作案的犯罪分子一并实施打击，通过
源头打击，斩断犯罪链条。

上海打造营商环境“金字招牌”，让“开门红”继续红下去

北京重拳打击钓鱼网站，斩断涉网犯罪“黑链条”

诚 信 建 设 万 里 行

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记者王浩宇)中超联赛在新赛季
首轮上演另类“开门红”，8 场比赛出现 5 张红牌，在中国足协
进一步整顿赛风赛纪的大背景下，中超在赛季伊始便给违规
违纪行为发出了“红色警告”。

作为中超的“老江湖”，张琳芃在广州恒大对阵天津天海
的比赛中仅出场 25 分钟便累计两黄被罚下场，成为新赛季

“染红”首人。而罚下张琳芃的，则是国际裁判界的“老江
湖”——— 前英超名哨、中国足协职业裁判员团队成员之一的
克拉滕伯格。

中国足协职业裁判员团队由国内优秀裁判员与签约外籍
职业裁判员共同组建，可以说是中超执法标准和尺度的重要
“风向标”，除克拉滕伯格之外，其他成员有马宁、傅明、张雷 3

位中国裁判以及外籍裁判马日奇。值得一提的是，首轮 5 张红
牌中，有 4 张出自职业裁判之手。

本轮的上海德比中，申花球员柏佳骏在和队友孙世林包
夹上港外援奥斯卡的过程中，恶意肘击对方面部，主裁判马
日奇先是罚下了孙世林，但看过 VAR 回放后将红牌改判给
了柏佳骏。孙世林在这次事件中同样有恶意击打奥斯卡的行
为，虽然在赛场上逃过了红牌，但之后和柏佳骏一起被申花
内部处以罚款、停薪、下放预备队的重罚。

深圳佳兆业对阵河北华夏幸福的中超揭幕战中，华夏幸
福后卫金洋洋在第 84 分钟战术犯规，被主裁判张雷出示第二
张黄牌罚下。河南建业主场迎战大连一方，杨善平第 37 分钟
拦截时一脚踢在对方球员腹部，两黄变一红，被主裁判马宁罚
下场。本轮第五张红牌出自江苏苏宁主场对阵天津泰达的比
赛，客队球员郑凯木在第 49 分钟从侧后方铲倒特谢拉，领到
第二张黄牌被罚下。

5 张红牌中，有 4 人是累计两黄被罚下场，从判罚的尺度
和标准来看，裁判都作出了准确的判罚。需要关注的是，累计
两黄的有 3 人是在比赛未踢满 50 分钟的情况下被罚下，可见
裁判在判罚时对犯规者十分严格，没有因为时间、主客场等因
素一时手软。

红牌之外，本轮中超一共出现 21 张黄牌(包括两黄变一
红)，整体上看，联赛目前的判罚标准整体从严，正如国家体
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在 2019 年中国足
协中超中甲联赛动员大会上所说，2019 年将继续加大职业
联赛文化建设和行风建设，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赛风赛纪整
顿成果；继续调整修订纪律处罚办法，对拖延时间、围攻裁
判、替补席人员的违规行为提高处罚力度，增加对主客场观
众违规的处罚；对违纪违规、触碰红线的行为将坚决查处，
绝不姑息。

中国足协加大力度整顿赛风赛纪，一方面是出于维护联
赛品牌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对球员本身的保护。本轮比赛
中，河南建业外援多拉多在比赛中被大连一方的秦升从后踢
倒，最终右腿胫骨骨折。有关秦升是否恶意犯规造成对手重伤
的争论，一时难有定论。但从球员自身的角度而言，只有比赛
环境越干净，球踢得才越安心。对于赛场上的违规违纪者，中
国足协必须坚决发出“红色警告”，以避免联赛品牌和球员健
康在未来亮起“红色警报”。

严抓赛风赛纪，中超新赛季伊始即发“红色警告”

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4 日电
(记者闫睿 、王君宝)“省区市这
几年为企业‘量体裁衣’，帮助解
决成长中的‘小烦恼’，让我们感
觉很暖心。”哈尔滨安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新光说。

近年来，黑龙江省坚持以
“钢牙啃硬骨头”的劲头，坚决
重塑投资营商新环境，聚焦群
众最反感、市场主体最困扰、制
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以好作
风好环境推动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黑龙江
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针对新官
必须理旧账、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等社会关注热点作出具体规
定。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主任时鹏远说，该条例从立法层
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遵循，
以此规范公权力行使，依法平等
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据了解，针对一些部门不作
为、乱作为、慢作为，黑龙江省开

展常态化明察暗访、抓典型立案查案，2018 年该省纪检监察
机关共查处破坏营商环境问题 1347 个，查处不作为、乱作为
问题 832 个。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提出，坚持把监督挺在前面，
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为全省深化机关作风整顿优化营商
环境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黑龙江还通过省市县联动，加速提升行政服务效能。
新组建的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在哈尔滨新区
推广实施“承诺即开工、办照即营业、一枚印章管审批、一
支队伍管执法”四项举措；佳木斯市桦南县组建县级行政
审批局，永久封存 22 枚行政审批印章，颁发“41 证合一”
营业执照，实现企业开办时间减半。

截至 2018 年底，黑龙江省市场主体达 226 . 9 万户，民
营经济已经成为这个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中坚力
量。今年，黑龙江省将深化“放管服”及“最多跑一次”改革，实
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和“一网通办”，并建立全省统一
政务服务热线电话，响应群众和企业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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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深圳 3 月 4 日电(记者张寒)为期四天、总计
132 场比赛的国乒队“直通”世乒赛选拔赛 3 日晚在深圳落
幕，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在闭幕式致谢时称“国乒不会让大家
失望”，男队主教练秦志戬也在做赛事总结时肯定了男乒竞争
的激烈程度。

刘国梁说：“感谢身后的 24 名运动员、14 名教练员，经过
4 天的比赛，展现了最强的国乒，相信每人都有收获，有些人
收获了直通，有些是奖金，有些是折磨，都是宝贵的财富。希望
大家把这些带到封闭训练和世乒赛去，这才是最大的收获。国
乒不会让大家失望，2019 越来越强。”

获得男乒冠军的樊振东说通过这次比赛收获了信心：

“球和球台都是按照世乒赛标准走的，让我对世乒赛有个初
步的概念，也让我封闭训练有了具体的方向，当然最重要的
是夺冠获得了世乒赛单打资格，让我接下来的备战更踏实。”

至于世乒赛目标，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但世界三大赛只得
过两个世界杯冠军的樊振东说：“期待就跟这次一样，一直
赢。”

女乒冠军陈梦表示比赛过程艰难，中间两个比赛日场场硬
仗，感觉像跑了个半程马拉松，但赢下来就感到自己的努力得
到了“一个小小的回报”，希望能把这种好运气延续到世乒赛。

秦志戬则强调“直通”是队内比赛，是练兵，最终还是要
一致对外。“通过队内赛发现大家缺点，通过改良，让一个更

加强大的中国乒乓球队站在世乒赛的赛场。”
秦志戬透露，国乒的世乒赛名单最终版大约在本月中旬

出炉，需要乒协“参谋部”成员统一谋划，合理安排名额，统一
拿出建议，因为国乒队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东京奥运会”。

他也介绍了马龙、张继科两名老将的动态，称马龙伤病
恢复不错，月底的卡塔尔公开赛已经为他报了名；张继科因
近期缺乏系统训练，主动退出了此次竞争。“我相信，只要他
还有这个动力和勇气，赛场随时欢迎他回来。”秦志戬说。

国乒队的“直通”赛启自 2006 年的“直通不来梅”世乒赛
选拔赛，意在通过队内竞争决定一部分国际大赛的出征名单，
给球员们公平竞争的机会。

刘国梁承诺国乒不会让人失望，秦志戬“随时欢迎张继科回来”

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4 日应询表
示，高雄市长韩国瑜拟于 3 月 22 日至 28 日率高雄市参访团
到香港、澳门、深圳、厦门等地参访，开展交流合作。我们欢迎
并支持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开展两岸城市交流合作，共
同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

国台办就高雄市长韩国瑜

拟率团参访大陆作出表态

图为 3 月 1 日，广州恒大淘宝队球员张琳芃（ 5 号）
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作为中超的“老江湖”，张琳芃在
广州恒大对阵天津天海的比赛中仅出场 25 分钟便累计
两黄被罚下场，成为新赛季“染红”首人。

新华社记者邓华摄

2018 年该省

纪检监察机关共查

处破坏营商环境问

题 1347 个 ，查处

不作为 、乱作为问

题 83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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