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成都市各区
（市）县等因地制宜，结合全
市打传工作统一部署，先后
制定了打击传销方案，并有
针 对 性 开 展 了 打 击 传 销 活
动，先后打掉了一批传销窝
点，抓获传销骨干分子，取得
了显著打传成果。

今年农历元月初，新都区
打传办、公安分局根据群众举
报，区公安、市场质量监管等
部门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通
过定点蹲守住宅小区、询问周
边住户等形式对举报情况进
行2个月的摸排。3月 21日 6
时 30分，区公安分局、市场监
督管理局、城管局、房管局、卫
计局、民政局、教育局、交通局
等组织 1000 余执法人员，对
新城区保利春天、御城、邑品
天都、大丰达令港、博雅新城、
悉尼湾等 21 个小区、110 个点
位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捣
毁传销组织窝点 110 个，抓获
参与传销人员364人，刑事拘
留57人。

6 月 13 日，都江堰市市场
和质量监管局会同市公安局、
民政局、银杏街道办等部门，
组织 400 余名执法人员联合

执法，对辖区内 7 个居民小
区、35 个涉嫌以“1040 阳光工
程”进行传销活动的窝点，进
行集中突击执法检查，现场依
法抓获江西籍等省外传销参
与 人 员 56 名 ，刑 事 拘 留 18
人。截至目前，都江堰市出动
执法人员500余人次，共捣毁
传销窝点 59 处，挡获参与传
销人员 326 人；刑事拘留 19
人；市场监管部门依据《禁止
传销条例》对参与传销人员的
56 人进行了当场处罚；对参
与传销的 307 人教育后进行
了遣返。

彭州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联合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成
功摧毁了假借“北京长寿保健
品有限公司”和“天津天狮生物
发展有限公司”之名的传销活
动，抓获参与传销人员 120 余
人，刑事拘留17人。

目前，成都市各个区（市）
县，仍在积极开展打击传销专
项执法行动和创建无传销城
市工作。截至今年6月底，全
市共端掉传销窝点 163 个，教
育遣散传销人员627人，当场
行政处罚 89 人，移交司法机
关76人。

成都市打传办奔赴一线督促指导打击传销工作

打击传销专项执法行动初战告捷

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近
年来，各种传销升级变异方式
层出不穷。传销组织冠以“电
子商务”“消费返利”“爱心公
益”“连锁经营”“资本运作”“特
许加盟经营”等名目繁多的幌
子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引起了
执法部门高度警惕。成都市相
关部门站在服务经济发展大局
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
重拳打击传销，维护社会经济
和谐稳定发展。

连日来，成都市打传办兵
分多路，冒着酷暑，分赴全市打
击传销重点区（市）县，开展打
击传销专项执法和创建无传销
城市督促指导工作，各地打传
捷报频传，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继今年初，成都市打传办向全
市制定下发《关于做好2017年打击
传销工作的意见》后，6月初再次发
出《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开
展2017年打击传销专项行动的通
知》，科学规划部署成都市全年及
专项打击传销工作。要求各地充
分发挥成都市两级打击传销联席
会议制度作用，紧紧依靠党委政
府，加强对各区（市）县市场监管部
门的指导联系；积极组织和协调打
传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工作，主动
做好与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和
社区的协作和配合，形成合力，扎
实有效地开展打击传销专项行动；
强化科技支撑，探索建立符合地方
特色的网络打传工作机制，提升查
办网络传销案件的能力，有效遏制
传销势头。

新都区、龙泉驿区、都江堰市、
彭州市、青白江区、金堂县、郫都区
等地由打传办及时协调指导，公
安、市场监管、民政等部门配合协
同作战，相继查办了一批传销案
件，摧毁了一批传销窝点，极大的
震慑了传销分子，有效遏制了传销
势头。都江堰市委市政府将“打击
非法传销”列入“五大治安乱象”之
一，集中执法力量开展打传专项行
动。都江堰市、新都区、郫都区等
地紧紧围绕“保发展、保民生、保稳
定”的工作大局和平安建设的目标
任务，大量开展创建“无传销城市”
创建活动，进一步健全打击传销工
作的长效机制，积极查办传销案
件、取缔传销窝点、解救受骗人员、
教育遣返传销参与人员，依法严惩
传销违法犯罪分子，卓有成效地组
织开展了打击传销、维护稳定工
作，打击传销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
成果；高新区、青白江区、金堂县等
地制订了打击传销专项工作行动
方案，严格规范执法，规范直销企
业经营活动积极开展“无传销社
区”、“创建无传销校园”活动，抓好
出租屋、农民工、在校学生等重点
人群和城乡结合部、校园、社区等
重点区域的宣传教育，挤压传销生
存空间，净化传销滋生土壤。

科学规划部署 构建打击传销长效机制 部门协同配合 捣毁窝点抓获传销骨干

因地
制宜

编辑：江亨 美编：鲍勇
2017年7月21日 星期五04 民生·发布

成都今年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111.4亿元

GDP 增长 8.2% 人均收入增 8.5%
■ 天府早报记者 冯浕

昨日，天府早报记者
从成都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获悉，2017年上半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
国内经济形势，成都市以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的国家中心城市为战
略目标，锐意进取，攻坚
克难，确保全市经济运行
总体符合预期，呈现出总
体平稳、稳中向好、稳中
有进的发展态势。

上半年，成都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6111.4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8.2%，增速与一季度持
平，高于全国1.3个百分
点，与全省持平。

上半年，成都市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7127 元，同比增长
8.5%，增速比一季度提高0.2个百分
点。按常住地划分，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9978 元，同比增长
8.3%，增速比一季度提高0.3个百分
点，与全省持平，高于全国0.2个百
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891元，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
季度回落 0.1 个百分点，与全省持
平，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城
镇居民收入增速。城乡收入倍差为
1.83（以农民收入为1），比去年同期
下降0.02个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进一步缩小。

此外，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2.3%，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
个百分点。上半年，成都进出口总
额1812.9亿元，同比增长66.6%。其
中，出口额914.1 亿元，增长61.4%；
进口额898.8亿元，增长72.1%。

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一半

据成都市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经四川省统计局审定，上半年全
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111.4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2%，增
速与一季度持平，高于全国1.3个百
分点，与全省持平。

上半年，成都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8.7%，增速比一季
度提高0.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
高2.3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和全省1.8

和0.1个百分点。
上半年，成都市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4804.4亿元，同比增长14.8%，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高
于全国和全省6.2和 3.1个百分点。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1355.1亿元，
增长2.2%。民间投资完成2531.4亿
元，同比增长10.6%，增速比一季度
回落1.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固定
资产投资比重为52.7%。

商品房去库存效果明显

上半年，成都市商品房销售面
积1861.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2%，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7.0%。商
品 房 销 售 额 1561.7 亿 元 ，增 长
29.4% ，其 中 ，住 宅 销 售 额 增 长
25.6%。6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1231.8万平方米，较3月末减少53.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2%，其中，住
宅待售面积较3月末减少64.5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34.5%。

6月末，成都全辖区金融机构
各项人民币存款、贷款余额分别为
33654.08亿元、27378.44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5.6%、13.8%。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成都上半年经济“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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