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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商
●转股含市内土地13980420468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5147988

二手车买卖
●急购国3厢式货车13088071080

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声明·公告
●武侯区恒光灯饰经营部（账号：
627083717）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10057252201于2016年12月12
日遗失，特此声明挂失
●朱喜第二代身份证（51010219�
6808238034） 于2018年1月9日在
上海花园附近遗失，遗失之日起非
本人使用造成后果与本人无关，特
登报声明！
●罗晓梅身份证 (51010319720�
3041926) 于2017年12月23日遗失

●黑水县猛河建材销售有限责任
公司重新营业并撤销清算组。撤销
原清算组负责人二古基，清算组成
员俄木泽朗，王英刚、格西木、二古
基。特此公告
●公证委托书（2017）川律公证内
民字第44394号因委托人撤销委
托，声明作废。
●双流区人民检察院法警徐必坤
警号510463（金属2枚布6枚）
遗失作废
●盈利火锅转让13658000708

●成华区荣家建材装饰部税务登
记证正本 （税号:510111197112�
292359）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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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打假年报：
97%侵权链接上线即被封杀 科技成打假主要推动力

24万个淘宝疑似侵
权店铺被关闭；主动删除
的疑似侵权链接中，97%
一上线即被封杀；在与阿
里合作权利人数目增长
17%的背景下，整体知识
产权投诉量下降42%；每
1万笔订单中仅有1.49笔
为疑似假货。

1月10日，阿里巴巴
对外发布《2017年阿里巴
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
告》（以下简称《打假年
报》）。

一连串打眼的数据
表明：2017是阿里巴巴联
合品牌、执法机构、消费
者等社会各界在网络假
货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
上取得历史性突破之年。
在已转化为打假巨大推
动力的数据技术助力下，
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
消费者等社会各界共同
参与，网络售假行为遭到
严厉打击、显著遏制和极
大震慑。

报告同时指出，尽管
阿里在网络假货治理取
得历史性突破，但线下假
货源头并未根除，制假售
假分子在阿里巴巴的严
厉打击下呈现跨国境，尤
其是向微商及其他各类
平台流窜销售的特点。

2017年10月，消费者肖某举报称
在淘宝网一家销量领先的三星手机店
铺买到翻新手机。接到举报后，阿里平
台治理部通过“神秘抽检”等手段对该
商家进行摸底。结果显示，商家是正品
和翻新机掺卖。查实当日，阿里对该商
家账户内200余万资金做冻结并用于
消费者赔付。同时，店铺被关闭。

“更多的假货，在产生销售前就

已被秒杀。”1月10日，阿里首席平台
治理官郑俊芳在阿里巴巴《打假年
报》发布会现场称，近几年，消费者、
品牌权利人、执法机关，各方针对网
络售假发起的投诉在逐年降低，无论
从客服部门的现实反馈中，还是数据
上。都显示这是阿里假货治理和知产
保护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一年。

《打假年报》披露，目前阿里在假货

防控上运用的商品大脑、图像识别算
法、生物实人认证等9大“黑科技”，每时
每刻都在对平台上近20亿商品进行识
别，使假货识别与拦截能力大幅提高。

这也使得整个2017年，消费者
在淘宝购物时的信心在大幅提振，
消费者因怀疑买到假货而发起的退
货比例比去年下降了29%，每1万笔
订单中，仅有1.49笔为疑似假货。

“以大数据思维模式，积极参
与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的类罪监测
模型建设，通过模型应用产出涉假
犯罪线索，在第一批7条涉及耗材、
汽配、化妆品的线索中，涉案7省统
一收网，捣毁12处造假窝点、抓捕
犯罪嫌疑人20余名，取得显著战
果。”2017年的最后一天，公安部向
阿里平台治理部发出了当年的第
二封感谢信。

时间往前推10个月，公安部2017
年发给阿里的第一封感谢信这样写
道：“2016年以来，阿里充分发挥数据
技术优势，向公安机关依法推送涉嫌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线索1000余条，各
地公安机关据此破案400余起。”

“2017年，这样的信我们收到了
30封。”1月10日，阿里巴巴知识产权
保护总监叶智飞在发布会现场透露。
在叶智飞看来，这30封信的背后，一
是全国多地执法机构对全社会热议
的“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有了
深切共识。另外，已转化为打假巨大
推动力的数据技术，在2017这个全社
会假货治理的“共振”之年，让多地公
安机关感觉拥有了假货治理的利器。

《打假年报》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底。阿里打假特战队已与全

国23省执法机构开展线下打假合
作，利用数据技术优势，累计向全国
执法机构推送涉假线索1910条，协
助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
数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

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还
介绍，2017年阿里巴巴与全国20余个
工商、质检、食药监及公安等执法机
构签署共治协议，向全国各级执法机
构推送涉假线索。消费者、品牌权利
人同样表现出了对阿里巴巴打假工
作的认可，郑俊芳说，去年在与阿里
合作的权利人数目增长17%的背景
下，整体知识产权投诉量下降了42%。

据叶智飞介绍，2016年，阿里
巴巴对18万个网上疑似售假店铺
做了关闭处理，发现这些店铺基本
掌握在数以千计的制售假团伙手
中。2017年，被关闭的网上疑似售
假店铺24万个，数据分析发现，有
相当部分售假分子店铺被关闭后，
改头换面重新售假，且基本集中在
全国多地的区域性、行业性、领域
性假货带上。

《打假年报》显示，2017年，阿
里巴巴作为平台发起中国第一例针
对售假卖家的民事诉讼。淘宝网以
违背合同约定、侵犯商誉为诉由，通
过民事诉讼对多个平台售假商家持
续追偿。

截至目前，阿里巴巴已向法院

提起诉讼12起，全获立案，一审宣判
2起。其中，淘宝网起诉商家姚某出
售假冒玛氏猫粮的“全国首例电商
平台诉售假店铺案”胜诉，获赔12万
元。该案入选了2017年度人民法院
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入围最高人民
法院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开展的

“2017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评选
活动。

“诸多‘第一案’获得‘让售假
者痛’的司法判决，意味着被诟病
多年的网络售假行为在司法上获
得高度重视。涵盖刑事、民事、行政
在内的国家行政执法和司法合围
打击的实施运用，彰显中国在打击
制售假方面的治理体系日趋完
善。”郑俊芳说。

在将数据技术转化为打假巨大
推动力的同时，阿里也一直在联合
执法机关向线下制假源头宣战。

“多地的实地打击案件也印证，
假货源头并未根除，反而分工越发
细致，反侦察和隐蔽能力不断加
强。”叶智飞说，线下假货源头不根
除，假货治理就无法真正收工。

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知识
产权支队长陈竞凯称，多地的实
地打击案件也印证，假货源头并
未根除，且基本集中在全国多地
的区域性、行业性、领域性假货带
上，分工越发细致，反侦察和隐蔽
能力不断加强。

陈竞凯说，正如阿里《打假年
报》所显示的，各地制售假团伙为攫
取利益、逃避打击，跨国境跨平台流

窜现象日益严重：一些制售假分子
开始向多个社交平台及其他电商平
台转移；另一些制假分子开始搭建
海外网站引流售假。

2017年12月底，公安部针对各
地屡打不绝的地域性造假，部署开
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打击侵犯知识产
权犯罪的“春雷行动”。

“阿里将不惜代价配合执法机
关，推动解决假货区域性、行业行、
领域性问题，全力围剿线下假货源
头。”郑俊芳说，2018年阿里将继续
推进“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呼吁制假直接入刑，让售假者真正
感到痛，“不惜一切代价协助执法机
关打击线下制假源头，切除假货这
一经济毒瘤。”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2017年是阿里假货治理和知产保护
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一年

线下假货源头未除
假货跨境跨平台流窜

“春雷”乍起
阿里打假剑指线下源头

示范城市建立过程
历时几年 多次验收评估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信用管
理系主任张迎春教授在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专访时介绍，早在2014年，国
务院就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纲要（2014-2020年），纲要指出，
将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
信、司法公信四个重点领域的诚信
建，加快推进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和
应用、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
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等内容。

为落实纲要内容，2015年国家
发改委和人民银行便联合发文，将
成都、安徽、南京等11个城市列入首
批全国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
创建城市，同时，将创建示范城市的
目标任务分为两年。2016年上半年对
2015年创建工作开展评估，2017年上
半年在全面评估基础上组织验收。

继2015年11个城市被纳入信用
体系首批建设示范创建城市后，
2016年，两部门再次发文，批复了32
个城市（城区）作为第二批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示范创建城市。2016年以
来，在第三方机构的评估下，首批12
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名单
诞生。

成都作为首批建设示范城市
信用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在第三方机构开展的城市信用
状况监测中包括成都在内的12个示
范城市排名始终位于全国前列，并
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做法，对推进全国城市信用
体系建设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张迎春教授表示，当前的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与过去针对信贷、信
用卡、消费金融等金融领域的征信
体系建设有差别，社会信用体系的
建设范围更广，对中国人民银行主
导的征信体系建设有促进作用，但
重在培育社会诚信意识、诚信文化
和遵纪守约的规则和契约观念。

成都作为示范城市，是2015年
成为首批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城市，
经过两年努力与建设的结果。近两
年成都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取得
的显著成效有：率先实施了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制度；建立健全了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各领域的信用
记录；启动建设了公共信用信息共
享交换平台；在重点领域使用信用
记录和信用产品，建立并实施了“守
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的奖惩
机制等。

“一处失信 处处受约”
信用体系建设能更好规范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的提出
已3年有余，目前已取得了较大的进
展，这也是社会发展的需求，建立健
全社会信用体系，是整顿和规范市
场经济秩序、改善市场信用环境、防
范经济风险的重要措施。

张迎春教授说道，当前信用信
息按照“自下而上”的归集方式进
行，各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能将收集
的信息归集到发改委，发改委再逐
级将信息传至国家发改委所辖的国
家信息中心，即循着职能部门-各
级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各部门
共享信息的方式，完成信息的归集
和使用。

对个人及企业而言，社会信用
体系的建设不仅有助于解决不守
信、假冒伪劣等行为。张迎春教授表
示，过去因为各职能部门的信息分
割，如某个农业加工企业被工商行
政部门查到有生产伪劣产品，但其
他部门不知道这个信息，该企业可
能在财政、税务部门还得到了从财
政、税务政策方面的补贴或减免。
但社会信用体系建成后，财政、税
务部门就能通过公共信用信息共

享交换平台得知该农业加工
企业生产伪劣产品的信息，
也就可以据此取消对该企业
的优惠、扶持政策，起到失信
联合惩戒的作用。因此，这就
让违规或不规范行为没有空
隙可钻，倒逼个人及企业规
范其行为。

对城市建设而言，张迎
春教授认为社会信用体系的
建立有利于城市品牌的提升
及城市诚信文化的建设，为
城市带来更多无形资产，在
招商引资时能获得更多的认
同，对经济环境的打造具有
良好的作用。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阿里2017打假成绩引人瞩目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介绍阿里2017打假成果

信用体系建设对市民意味着什么？成都商报邀专家解读：

打破信息分割
让违规或不规范行为无空隙可钻

11月月99日日，，国家发国家发
改委改委、、人民银行联合人民银行联合
公布了首批公布了首批1212个社个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示会信用体系建设示
范城市名单范城市名单，，包括成包括成
都都、、杭州杭州、、南京南京、、厦门厦门
等城市等城市。。成都作为首成都作为首
批示范城市批示范城市，，自自20152015
年以来年以来，，经过经过22年的年的
努力与建设努力与建设，，目前信目前信
用体系建设已取得用体系建设已取得
较为显著的成效较为显著的成效。。信信
用体系的建设对市用体系的建设对市
民将带来什么样的民将带来什么样的
影响影响？？成都商报记者成都商报记者
就此采访了西南财就此采访了西南财
经大学金融学院信经大学金融学院信
用管理系主任张迎用管理系主任张迎
春教授春教授。。

1月9日晚，在成都市中心的蜀
都大道上，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速
度与激情”。

当晚，成都市交委、轨道公交公
安分局和交警支队联合行动，开展
针对克隆出租车违法犯罪行为专项
整治。期间，一辆克隆出租车与跟踪
尾随的4辆“隐形战车”斗智斗勇，时
而加速时而减速，时而变道转弯，逃
窜18分钟后，在塔子山公园旁某小
区的道路上被挡获。

现场执法：
克隆出租狂奔18分钟被截停

为了不引起克隆出租车驾驶员
的注意，此次行动不能开警车，都必须
用普通民用车，于是4辆“隐形战车”载
着队员们从交警一分局出发，达到第
一个蹲守点宽窄巷子附近。晚上9点
50分左右，一辆号牌为川ATG423的
出租车行驶到西安南路时，成都交警
的缉查布控系统报警，车牌情况异常，
经过核实，该车车牌号不存在。

随即，4辆车进行跟踪，在金河
路路口，前方正是红灯，可以考虑在
路口拦截，当队员的车正向其靠近
时，绿灯亮了，川ATG423立即开
走，甩掉了第一辆跟车，沿着蜀都大
道向春熙路方向驶去。当车辆行驶
到天府广场下穿隧道前时，开始一
直在最右侧的车道上，临近隧道口
却突然变道下行进了隧道，又甩掉
了 第 二 辆 跟 踪 车 。接 下 来 ，川
ATG423加快车速，沿着双桥子立
交出城，绕了一圈后又上了一条偏
僻小路，却没能甩掉追踪。

先后4辆车配合密切，一路连环
追踪，22点08分，川ATG423停在塔

子山公园旁某小区外，此时抓捕时
机成熟。4辆车从四个方向将该车堵
死，队员立即上前进行控制、交委执
法人员、轨道公交分局民警立即对
车辆是否有营运资格。

经过初步检查，驾驶员谭某没
有任何证件，车也是克隆车，牌照是
伪造的。随后，交委执法人员将车开
回交委进行处理，队员和轨道公交
分局民警一起将谭某带到交警三分
局。目前，驾驶员谭某因使用伪造的
机动车号牌，于10日被交警三分局
依法处以5000元罚款，并处以行政
拘留15日的处罚。

多部门联合夜查
查获违法车辆41辆

除了查获这辆克隆出租车外，
当晚整治中还查处了不少使用假
币、伪造出租车全套手续等违法。成
都市交管局重案大队民警冯宇说，
克隆出租车各项手续都是伪造的，
也没有购买任何保险，一旦发生事
故，乘客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据了解，针对克隆出租车违法
犯罪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是“平安
成都·冬季铁拳行动”的一部分。行
动中，成都市交委、成都轨道公交公
安分局和成都交警联合作战。交委
对克隆出租车非法营运行为进行查
处。轨道公交分局对驾驶人使用、伪
造服务资格证、使用假币和其他违反
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查处。交警支队
对驾驶人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驾驶
证及其他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截至1月10日，已查获克隆出租
车41辆，挡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4人。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成都交警联合多部门夜查克隆出租车

4辆“隐形战车”连环追踪
克隆出租狂奔18分钟被截停

■ 成 都 入 选 社 会 信 用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城 市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