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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
作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近日，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发布
了《2018年四川省征信机构监管报
告》。6月1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获悉，截至2018年末，4家企业
征信机构在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备
案，数量居全国第5位。仅2018年备
案机构就采集各类信息10356.64万
条，同比增加69.00%。

去年提供信用报告31007份

每年的6月14日是“信用记录关
爱日”。前不久，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发布《2018年四川省征信机构监管
报告》。记者获悉，人民银行成都分
行于2014年受理完成省内首批企业
征信机构备案，截至2018年末，有4
家企业征信机构备案，数量排名在
北京（34家）、上海（31家）、广东（9
家）、山东（7家）等省市之后，居全国
第5位。全省无个人征信机构。

记者从报告中了解到，2018年
新入库企业1067.49万家，采集各类
信息10356.64万条，同比分别增加
66.67%、69%。

报告指出，4家机构均以提供征
信报告为主，但侧重点各有不同。数
联铭品除提供在线征信报告外，还
提供企业画像、信用评分、历史股东
查询和关系探寻等定制化服务；川
恒征信提供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有关的信用信息加工、信用报告等
服务；四川金通偏重企业金融信贷、

投融资征信调查报告；四川兴中诚
集中在民间融资领域。

2018年，这4家机构共提供信用
报告31007份，与2017年基本持平。
从服务对象看，他们均瞄准以商业
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发改委、金融
局等政府部门也有合作。

未发生征信机构信息泄露事件

报告也谈到了四川征信市场从
业人员的现状：一是人员总数增加，
但专职人员依然偏少。截至2018年
末，4家备案企业征信机构共有人员
632人，同比增长21.97%。其中，专职
征信人员335人，仅占总人数52.9%。
二是专职人员学历层次相对较高、
从业经验相对丰富。四川征信从业
人员以本科以上学历为主，共237
人，占专职人员数的70.74%，其中含
硕士76人、博士10人。

面对四川征信市场，人民银行
成都分行在报告中指出，2018年以

“严备案、强监管、重培育”为原则，
严格落实企业征信机构监管要求，
强化现场监管和协同监管，审慎开
展备案管理。

据介绍，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指
导机构加强数据来源管控，完善信
息安全制度，及时开展信息系统安
全等级复评。记者获悉，2018年，辖
内未发生企业征信机构信息泄露事
件。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斌

近日，“海南15家维也纳酒店因不规范地名被公
示”一事引发关注。在海南省民政厅公示的《需清理整
治不规范地名清单》中，多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的不规范
类型为“崇洋媚外”。6月18日晚，维也纳酒店称已向海
南省民政厅提出异议。

6月19日，海南省民政厅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商标
和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商标转
化成为地名标识，带有指位指向的含义，则需要按照

《地名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进行管理。

15家维也纳酒店
进“需整顿清理”公示名单

据海南省民政厅官网公示的名单，15家维也纳酒
店的不规范类型为“崇洋媚外”，其认定原则为“使用外
国地名的地名（奥地利首都）”。对此，维也纳酒店官方
微博于6月18日发声明称：“维也纳酒店”品牌经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成功注册，为合法经营使用的
品牌名；涉事经营主体所使品牌为我司授权，其经营场
所性质在合法使用范围内。”维也纳酒店表示，针对海
南省需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清单，已向海南省民政厅
提出异议，等待处理结果。

6月1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致电维也纳酒
店（海口南站店）相关工作人员，对方称，目前酒店可以
办理入住，关于该事的相关情况后续会在官网公布。

海南省民政厅：
不是要求企业更改工商资料

6月1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海南省
民政厅相关工作人员，对方表示，目前接到了很多反馈
意见。公示是为了征求各方面意见，公示结束后会按照
程序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论证和处理。

对于维也纳酒店发布的声明，海南省民政厅相关
工作人员解释称，商标和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
问题的，但如果商标转化成为地名标识，带有指位指向
的含义，则需要按照《地名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进行
管理。

《地名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第八条规定，“不以外
国人名、地名命名我国地名。”

“我们要清理整顿这一块，而不是让企业去更改工
商资料、营业执照。”另外，海南省民政厅相关工作人
员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如果地图、建筑物
对外显示名字，也就有了“地名标识”这一含义。

6月19日下午，海南省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情
况通气会在海口召开，省民政厅副厅长石清理会后就
相关问题回答媒体提问。

石清理表示，维也纳是属于注册的商标，商标的使
用自有相关规定，但是商标不能做延伸、作为地名标
识，因此我们要清理的不是维也纳的商标，要清理的是
它作为地名标识来使用的不规范。举例说，在地图上你
就不能再把地理位置名称写为维也纳，它只是一个商
标，作为商标使用是没问题，但延伸为地理标识时就不
规范，需要进行清理整治。

他说，当然，清理整治也将由相关职能部门担负这
个责任，比如从地图上进行修正等等。

石清理还指出，商标在营运、宣传中都可以使用，
但作为商标名称的维也纳不能延伸作为地名标识，地
图上不能以维也纳来作为标注。

对于这些不规范地名，石清理透露，下一步会通过
专家论证来出台一个整改的方案，整改将在相关部门
的指导下来进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2018年年底，民
政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六部委印发《关于进一步
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通知》（民发〔2018〕146号）。

该文件表示，地名是社会基本公共信息，是国
家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自2014年7月开始的第
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以来，各地按照国务院地名普查
领导小组要求清理了一大批不规范地名，但一些地
区仍然存在一些“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割
断了地名文脉，损害了民族文化，妨碍了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活动。

其中，“大、洋、怪、重”分别是指：地名含义、类
型或规模方面刻意夸大，专名或通名远远超出其指
代地理实体实际的“大”地名；以外国人名、地名以
及使用外语词及其汉字译写形式命名的“洋”地名；
盲目追求怪诞离奇，地名用字不规范、含义低级庸
俗或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怪”地名；一定区域范围
内多个地名重名或同音的“重”地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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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海南省民政厅发布《关于需清理整治不
规范地名清单的公示》，不规范地名84个，这也是继
广州、西安等地后，又一地方发布“整治不规范地名
清单”，其中海南15个维也纳酒店门店名称因位列
其中而引发异议。

规范不规范地名确有必要，近年来，一些地方地
名呈现商业化、随意化倾向，如企业高价冠名就取得
某个路段的命名权，将已经沿袭多年、当地民众熟知
的地名更改，给民众出行带来麻烦。当然，一些楼盘小
区为了追求高大上，而取个洋名的现象也不少见，由
此引发了不少争议。

因此，此次多地对地名的规范化行动也在情理
之中。不过，在地名规范化管理过程中，如何兼顾历
史客观形成因素、企业及市场合理诉求等，需要有
关部门多方考量。

对于类似于维也纳酒店的企业命名，则需要辩证
对待。据其资料显示，维也纳酒店创立于1993年，总部
在深圳，截至2014年，维也纳酒店拥有超过30000间客
房、拥有超过2000万注册会员。已开和拟开的分店网
络遍布全国80个大中城市，在全国拥有300多家分店，
并以每年新开60~80家分店的速度发展。

从中可以看出，维也纳酒店成立较早，当初企
业名称登记管理也不如后来这么严格，所以其企业
名称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维也纳酒店这个企业品
牌经过20多年积淀，也具备了相应的市场价值。对
于维也纳酒店而言，一旦名称更改，其之前投入不
小的企业品牌、已有各类有关物料、广告牌等都要
随之而改。而长期建立的用户认知也要重新市场教
育，其隐形成本难以估量。

而这并非个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类似企业
取名不在少数。其中确有部分企业为了迎合所谓用
户对于洋品牌高看一眼心理，而在名称上打擦边球
的问题；也有企业管理者将自身定位国际化发展路
线，采取了虽然不够合理却并不违背当初规定的做
法，最终造成了中资洋名企业的存在。

因此，对于此类原因较为复杂的企业名称等问
题，需要有关部门根据企业实际发展诉求、公众对
其企业名称认知及接受度等综合考量。在此次管理
过程中，不妨多召开一些听证，多听听企业及社会
各界意见。也如海南有关部门回应所称，通过拟整
改地名名单公示，吸纳各方信息反馈，对存有异议
的再根据部门与专家会同论证，讨论是否要予以更
名。如此一来，地方地名管理在规范化的同时，最大
限度做到过程和结果公开、透明、公正，更有利于推
动地名管理的法制化。

““维也纳酒店维也纳酒店””
品牌经国家工商行品牌经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成功注册成功注册，，为合法经为合法经
营使用的品牌名营使用的品牌名；；涉涉
事经营主体所使品事经营主体所使品
牌为我司授权牌为我司授权，，其经其经
营场所性质在合法营场所性质在合法
使用范围内使用范围内。”。”

针 对 海 南 省 需针 对 海 南 省 需
清理整治不规范地清理整治不规范地
名清单名清单，，已向海南省已向海南省
民政厅提出异议民政厅提出异议，，等等
待处理结果待处理结果。。

维也纳酒店

异议

维维也 纳 是 属 于也 纳 是 属 于
注册的商标注册的商标，，商标的商标的
使用自有相关规定使用自有相关规定，，
但是商标不能做延但是商标不能做延
伸伸、、作为地名标识作为地名标识。。

因此要清理的不因此要清理的不
是维也纳的商标是维也纳的商标，，要要
清理的是它作为地名清理的是它作为地名
标识来使用的不规标识来使用的不规
范范。。举例说举例说，，在地图上在地图上
不能再把地理位置名不能再把地理位置名
称写为维也纳称写为维也纳。。

海南省民政厅

回应

整治不规范地名
应多与社会互动

□ 毕舸

我国进一步清理不规范地名背
景

背景

背
景

评论

京东618高潮期的余温未退，京
东物流携手行业伙伴在全球范围内
布局的智能供应链基础网络，早已
进入高效运转状态。

据悉在今年的618期间，京东物
流智能仓处理单量同比增长达99%，
可以从容应对亿级订单。其中，23个

“亚洲一号”智能物流仓，形成了亚
洲电商领域规模最大的智能物流仓
群；超过50个不同层级的无人仓也

组成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机器人仓
群。

品质消费不仅体现在品牌端，
引发业界关注的是这样一组数据：6
月19日凌晨，京东物流集团CEO王
振辉发布致京东物流员工的一封
信。他表示，今年618京东物流单量
再创新高，京东物流仓配一体服务
订单当日达和次日达的占比持续保
持在91%以上，开放业务强劲增长，

非京东平台物流服务收入同比增幅
超过120%。

王振辉指出，伴随着京东618走
过的16年，物流在服务社会运行和
居民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越来越凸
显，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代。京东物
流通过十余年的发展，持续推动整
个行业降本提质，引领行业创新，已
经完成从企业物流向物流企业的转
型，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炒股最怕的是什么，不是暴涨，
不是大跌，最怕的是行情一直不温
不火，就这么横盘。

不过还好，昨天，弱势平衡的格
局终于被打破了。尽管依然不是那
么令人满意，沪指高开低走，最终上
涨27.64点，以2917.80点报收，但至
少不再是“一潭死水”了。

那么，行情的躁动，仅仅是虚晃
一枪，还是就此打开了新局面？

前天晚上，消息面可以说是“爆
棚”了。

首先，蓝筹白马股中国平安宣
布，公司于当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
购A股股份。这次，中国平安一共回
购了约350万股公司A股股份，成交
金额合计约2.82亿元。其实，中国平
安此次回购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投入
了多少钱，回购了多少股份，而在于
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而且能够提振市
场信心。昨天，中国平安大涨3.17%。

第二个消息，据财新报道，6月
18日，央行与证监会召集6家大行
和业内部分头部券商开会，鼓励大
行扩大向大型券商融资，支持大型
券商扩大向中小非银机构融资，以
维护同业业务的稳定，安抚市场情
绪，打消部分金融机构顾虑。

这个消息，对于金融机构而言，
无疑是利好；而银行、券商，都是股
市中极其能够带动大市的品种。昨
天，银行股、券商股都有较强的表
现，华林证券涨停，中国银河、华泰
证券、中信证券等，涨幅都不错。

正是这一个接一个的重磅消
息，昨天沪指直接高开 50 多点，这
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券商股等重要
板块都大幅高开。

然而，大幅高开之后，股市段子

手很快就有了新的“作品”：“今天的
行情，到底是高开高走，还是高开低
走，还是高开我走？”

从这个段子也可以看出，现在大家
的信心还是很不足。不管你走了没有，
市场高开之后疲软下来，很重要的原因
还是成交量没有跟上。开盘后的前半个
小时是有所放量的，但后来完全缩量下
来，除了北上资金依然有较大规模净流
入外，其他的主力机构似乎依旧在按兵
不动，这是很让人费解的。

换句话说，大家就是继续在等。
一方面，等待趋势进一步明朗，等待
外部因素进一步改善，还在等待科
创板企业挂牌交易。

前晚，科创板第一家公司的申
购安排也出来了，华兴源创将于 6
月27日网上申购。相信很多资金昨
天都在为此做准备。因为新股申购
依然是市值配售，所以要想科创板
打新，就得有沪市的股票。

买什么股票最安全，可能还是
银 行 股 。昨 天 ，招 商 银 行 上 涨
2.17%，创出了历史新高，其他银行
股，如建设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
行等，也都表现不错。

再来谈谈对行情的感觉。大盘
高开低走，多少让人还是有些不太
满意。如果真的趋势扭转了，怎么可
能是这种状态？但退一步说，昨天的
行情还是打破了弱势平衡的格局。

这个弱势平衡，早晚是要打破
的，只有打破了，才会有新的转机。
我个人认为，平衡一旦被打破，市场
势必会去寻找新的方向。而这个过
程，有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可
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我相
信，市场选择方向的时间应该不会
太远了。 （张道达）

京东618卖了2015亿
专家：中国经济内需韧性强大

“随着消费从短链到长链的变化，
京东品质服务基因将会让自身迎来更
大的发展机会。”电商业内人士认为，
理性消费和品质消费的发展，让新生
代消费群体更注重服务体验，而一直
以来长链条服务的京东，不仅对用户
的需求理解更加深刻，且已围绕用户
高质量消费的方方面面，构建出完善
的零售基础设施。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
部主任赵萍也认为，“我国模仿型、排
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品质化、个性
化消费渐成主流，通过创新供给激活

消费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这些新
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在618期间也成
为消费增长的爆点。”赵萍这样总结
618对中国消费市场乃至经济成长的
意义。

特别针对618服务体验，网经社-电
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也表示“物流
是电商业务战争的延续战场，也是零售
业升级的基础设施竞争。未来电商的竞
争，已不只是平台的竞争，也不是单一
的供应链之争，而是在新技术、新物流
的驱动下，供应链生态的竞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京东京东618618全球年中全球年中
购物节在购物节在66月月1818日迎来日迎来
最高潮最高潮，，从从20192019年年66月月11
日日00点到点到66月月1818日日2424点点，，
累计下单金额达累计下单金额达20152015
亿元亿元。。经过经过1616年的发展年的发展，，
京东京东618618不断跃上新台不断跃上新台
阶阶，，成为中国经济活力成为中国经济活力
澎湃涌动的缩影澎湃涌动的缩影。。

京东发起的京东发起的618618已已
经成为整个中国的消费经成为整个中国的消费
盛宴盛宴，，电商企业电商企业、、大量线大量线
下零售企业下零售企业、、品牌商品牌商、、渠渠
道商和服务商纷纷深度道商和服务商纷纷深度
参与其中参与其中，，引发消费者引发消费者
热情高涨热情高涨，，共同描绘出共同描绘出
中国消费市场磅礴向前中国消费市场磅礴向前
的画卷的画卷。。新地域新地域、、新消费新消费
群体的加入群体的加入，，新模式新模式、、新新
服务的创新服务的创新，，新伙伴新伙伴、、新新
生态的建立生态的建立，，让让618618成为成为
中国经济的风向标中国经济的风向标，，充充
分体现出中国经济的韧分体现出中国经济的韧
性性、、潜力和活力潜力和活力。。

消费升级的大潮让亿万消费者
在618迈出了奔向更美好生活的步
伐，高品质、大品牌、绿色环保、智能
等商品得到热捧。

6月1日至18日，3000元以上扫
地机器人、擦窗机等除尘类产品表
现亮眼，成交额同比超200%以上；

2000元以上高端美发护发类产品
成交额同比增幅高达220%；除菌烘
干、大容量超快洗功能的家用洗碗
机也备受追捧，成交额同比增长
500%。不断升级的消费趋势进一步
凸显。

那么为何品质消费在京东如此

受热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
易研究部主任赵萍给出了解答：“市
场的繁荣与企业不断加大创新投
入、线上线下融合步伐不断加快有
着直接关系。企业创新从供给侧有
效改善了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
进一步激发了消费潜力。”

▶品质消费：剁手族圈粉京东 企业创新改善供给侧激发消费潜力

▶服务消费：“指尖”到“身边”再升级 当日达、次日达占比稳居91%以上

新生代消费群体更注重品质消费专家
观点

市场平衡被打破
是虚晃一枪，还是打开新局面？

2018四川征信机构监管报告：
去年采集信息同比增长近七成

海南：清理地名标识而非商标
维也纳酒店需改名？

海南15家维也纳酒店因不规范地名被公示

海南省公示
不规范地名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