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保障经济高质
量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成都今年先
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为优化营
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1月5日，市纪委监委深入到企
业，召开“‘走出去说服务谈保障’对话
企业面对面”座谈会，这也是“我与纪
委监委零距离”活动的重要内容。来自
中建八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四川分
公司、成都轨道集团、成都市极米科技
有限公司等20余家企业的代表以及专
家学者、特约监察员等汇聚一堂，大家
纷纷提出对纪检监察机关推进国际化
营商环境建设、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的意见建议，助力成都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记者从座谈会上获悉，今年以
来，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担负护航民营
经济发展的责任，下大力营造风清气
正政治生态和良好营商环境，以实际
行动持续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健康发展。

市纪委监委制定《关于全市纪检
监察机关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的若干措施》《成都市损害营商环境行
为问责办法（试行）》等法规，还制定了
围绕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加强经济领
域精准监督的工作方案，组织市发改
委、市商务局、市经信局等职能部门，
聚焦市场开放、政府采购信用融资等
企业关心关注的热难点问题，细分为7
个监督领域19个监督项目，深入查纠
在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中履职不尽责、
企业执法中搞“一刀切”等问题，共发
现13个方面的问题，均已督促整改落
实。同时，还主动聘请民营企业代表作
为市监委特约监察员，并纳入日常监
督重要力量。

此外，市纪委监委还采取“请进
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听
取民营企业代表对推动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的意见建议。今年来，共走访调研
企业1506次，收集企业发展中的实际
问题1427个，均已积极协调解决。

座谈会上，各企业代表纷纷发言，
提出自己对于成都营商环境建设的意
见和建议。

“希望成都对于企业的扶持政策
能更加优化。”四川科道芯国智能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朱星伟提出了关
于成都对于企业扶持政策的相关意
见。朱星伟表示，目前一般企业难以达
到扶持政策的要求标准，导致很多企
业无法享受到政策福利，“在相关扶持
政策出台前可以先对企业进行调研，
了解企业现状及需求，让扶持政策更
好地帮助到企业发展。”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蓉则对人才政策提出了一
些看法。李蓉说，作为一家医药企业，
对人才的需求量很大，针对人才的税
收政策、住房政策等都可以再优化，真
正将人才留在成都，助力成都发展。

各企业代表各抒己见，描述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提出
自己的意见建议。“兼听则明。”市纪委
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来以后我们
将认真梳理，研究分析大家提出的问
题，帮助大家解决相关问题，以更加务
实的举措扎实推动我市国际化营商环
境建设，更好地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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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清洁刷与地面摩擦发出的
“呲呲”声，一辆四轮的环卫车沿着新
都区敬成路，清扫人行道边沿。本来平
常的一幕，因为空空的驾驶室显得有
些不寻常。而随后驶来的一台环卫车
驾驶室也没有人，一名环卫工人手持
一根操作杆走在车旁，人走，车走；人
停，车停。这是5日下午，由成都市城管
委举办的、城市环境卫生市民开放日
的活动现场。目前已经正式在新都区
投入运营的自动驾驶环卫车，成为了
活动的主角。据悉，今年1月和7月，共
计约8辆自动驾驶环卫车，分别在新都
区三河街道和大丰街道投入使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叶燕 摄影记者 吕国应

债务官司
夫妻因公司债务未还款

周先生是成都某公司的股东，
2016年4月，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向
陈某借款200万，周先生、唐女士夫妇
等人进行连带担保。

不过该笔借款到期后，周先生所
在的公司却无力还款。之后，陈某向
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8年11月，嘉陵区人民法院作出判
决，判决周先生夫妇与其公司一并偿
还该笔借款及利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采访中获
悉，今年4月，该案进入执行状态，之
后，法院将登记在周先生夫妇10岁女
儿周某某名下的一套房子予以查封。

周先生告诉记者，在得知房屋即
将面临被拍卖的结局后，岳父母已和
他翻脸，因为这套被法院查封的房
屋，当年原本就不是他和妻子出钱买
下的，背后另有隐情。

另有隐情
涉案房屋产权 妻女只是代持

周先生说，女儿周某某名下的这
套房子，在去年8月20日之前，确实是
登记在妻子唐女士名下，但房子的真
正主人，其实是妻子的妹妹，也就是
自己的小姨子。

“不管是登记在哪个名下，她们都
不是房屋的真正所有人，她们只是为
妻子的妹妹，也就是女儿的小姨妈唐
某某代持。”周先生说，小姨子唐某某
常年在外，无法照顾留在南充老家的
父母，为了尽一份孝心，2010年春节回
家探亲期间，便与老人商量，为两老人
在阆中购买一套房屋供他们居住。

周先生说，当初小姨子唐某某在
为岳父母购房的时候，因个人户籍原
因，无法将房屋直接登记在个人名
下。周先生说，因为唐家共有5个姐
妹，如果将房屋直接登记在父母名
下，担心发生房屋权属争议，后经协
商，小姨子唐某某决定委托由他的妻
子唐女士代为持有。

“房款分两次付的，一次是探亲
期间给的5万元现金，用于支付定金，
房屋尾款20万元是转账支付的，转账
记录和凭证目前还在。”周先生说，交
房后，岳父母出钱进行了装修，并至
今一直居住在里面。对于购买这套房
屋的经过，周先生的小姨子唐某某曾
写下一份情况说明予以证明。

周先生说，去年8月，借款案被诉
后，妻子唐女士因担心自己的债务会
影响到妹妹唐某某和父母的权益，经
与其妹妹商量同意后，才将房子代持
人变更成了自己10岁的女儿周某某，
并办理了变更登记。

“因为担保公司的其他借款，我
们家的3套房屋已经全部被法院拍
卖，我们夫妇名下确实已无可执行的
财产了。”周先生说，因为房屋登记在
女儿名下，在得知房屋面临拍卖的风
险后，他决定以女儿名义提出执行异
议，并向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提交
了购房协议、转账记录以及小姨子唐
某某的户籍证明等作为证据。

不过，借款人陈某的代理人向法院
表示，并不是房子在周某某名下就是周
某某所有，要根据出资的实际情况来确
定房屋的实际所有人，而周某某作为未
成年人没有对涉案房屋支付任何款项，
房屋的出资人和所有人应该是周先生
和唐女士，况且“在诉讼过程中转移房
屋，是明显转移财产的登记”。

消费之问
买了有机食用油
但是无有机认证

小周在郫都区工作，今年5月7
日，小周花了745元网购10桶“5L装非
转基因绿色有机”菜籽油。小周说，这
是一款名为亚王牌农家小榨菜籽油，
在网页标题中标明“非转基因、绿色、
有机”食用油。

将食用油送给朋友后，朋友提醒
他，购买的油不是有机的。“朋友跟我
说，有机的产品会有一个绿色标志。”
小周说，他仔细核对了一下产品的外
包装和油桶，油桶外包装标注加工原
料为“一般菜籽油、低芥酸菜籽油”，
原料不是有机的，上面也没有一个绿
色的有机食品认证。

感觉被欺诈，他与食用油的生产
厂家杭州雪梨花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
沟通，对方不当一回事，无奈之下，他
将该公司起诉至郫都区人民法院，要
求退一赔三，并赔偿误工费6000元。

运营之问
厂家称运营公司弄错了
并怀疑对方“职业打假”

记者联系到了雪梨花公司的白小
姐，她负责处理了这起网购纠纷，她告
诉记者，运营公司搞错了，导致网购页
面销售标题中多了“有机”两个字。

白小姐说，雪梨花做食用油十几
年了，主要卖的是线下，走代理商销
售渠道。在网购页面，产品主要起一
个展示企业的作用，线上销售量非常
小，因此，雪梨花请了外面的运营公
司代为简单运营，费用比较低，一年
五六千。“

如此衍生出一个问题，运营公司
经常换人，公司店铺的账号密码也频
频易手，今年四五月份，运营服务面
临到期，运营公司提出是否升级为2
万元的“深度运营服务”。

“一年就卖一二十桶，数都数得
过来，投入不成正比，做个简单运营
就好，拒绝了。”白小姐说，正是这个
时候，有一款食用油标题出现了“有
机”的两个字。

白小姐介绍，网站页面介绍，是
雪梨花将照片和文字介绍发给运营
公司，但很奇怪的是，只有这一款标
题中多出了“有机”两个字。“我们整
个产品详情页面介绍，都没有有机两
个字，出现的时间不过四五天”，白小
姐说，在这四五天中，10桶食用油就
被小周买走了，并且很快起诉了公
司，小周涉及的消费诉讼非常多，言
外之意怀疑他是“职业打假人”。

基于成本考虑，雪梨花公司没有
到成都出庭，采取书面方式答辩，提
交了生产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标准菜籽油、绿色食品证书等证
据，拟证明这款食用油是非转基因的
绿色食品。

“我们确实提交不出有
机产品的认证标志。”白小姐
说，国家对于有机产品认证
非常严苛，要求原料是有机
的，产品还要经过国家相关
部门的认证。白小姐说，虽
然过错在运营公司，但是厂
家不可能推脱责任，因此按
照 法 院 判 决 ，赔 偿
2235元。

法院之槌
厂家构成欺诈
不采信“职业打假”

9月25日，郫都区人民法院作出
判决，法院认为，本案中，雪梨花公司
并未对案涉产品进行有机产品认证，
与其在淘宝网页中宣称的“有机食用
油”不符，构成欺诈。

对于雪梨花公司采访中所提只
有页面标题有“有机”两字，承办法官
表示：“厂家在页面中宣传了有机，不
管是一处还是多处，不管是否醒目，
只要准确告知了有机这个信息，产品
又不是有机的，就可以认定为欺诈。”

对于雪梨花公司辩称小周并非用
于日常消费，而是为了牟利，属于“职
业打假人”一说，法院认为，雪梨花公
司仅提供了小周曾购买其他产品向其
他法院起诉后，其他法院作出的民事
判决书及裁定书的证据，不足以说明
小周购买案涉产品并非用于日常消
费，故对雪梨花公司的此抗辩意见，缺
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消费者：没有绿色认证标识
厂家：只有页面标题莫名其妙多了“有机”
法院：不管一处还是多处，出现了就是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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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油乱宣传“有机”
法院：欺诈，赔三倍

今年5月，成都郫都区
的小周花了745元在网上购
买了10桶“5L装非转基因
绿色有机食用油”，到货发
现，食用油原料既非有机，
也缺乏有机食品的认证，将
生产厂家浙江雪梨花食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梨花
公司）告上法庭。

9月25日，郫都区人民
法院作出判决，本案中，雪
梨花公司并未对案涉产品
进行有机产品认证，与其在
淘宝网页中宣称的“有机食
用油”不符，构成欺诈，判雪
梨花公司三倍赔偿小周
2235元。

父母公司欠债无力偿还
10岁女儿名下房屋被查封
借款人：明显转移财产的登记
债务人：房屋实为小姨子出资购买
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成立，或可终止执行

当得知女儿名下的房屋被
查封并将面临评估拍卖时，周先
生有些慌了。

周先生是四川成都某公司
的股东，因公司200万债务纠
纷，2018年11月，周先生和妻子
唐女士等人被判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今年4月26日，南充市嘉
陵区人民法院对周先生夫妇10
岁女儿周某某名下的一套房产
予以查封，9月26日，法院发布
公告，如被执行人周先生等人逾
期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给付义务，法院将对该房屋予
以评估和拍卖。

对此，周先生表示，将房屋
变更登记在女儿名下系另有隐
情，因为房屋原本是小姨子出资
购买，妻子此前只是代持人，之
后因夫妇二人陷入债务纠纷，在
征得小姨子同意后，才将房屋过
户到女儿周某某名下，之后，周
先生以女儿名义对法院的执行
决定提出执行异议。

10月25日，嘉陵区人民法院已
对周某某提出执行异议一事作出
裁定。法院认为，当事人执行异议
成立，或可终止执行，在本案中，案
外人周某某已于2018年8月20日取
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该行为发生
在法院对该房屋查封前，根据执行
的相关规定，案涉房屋为案外人周
某某所有，故周某某提出异议的理
由成立。

10月31日，记者就此事采访
了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当初
之所以对周某某名下的房屋进行
查封，是因为申请人陈某向法院
提出申请，要求对被执行人周先
生、唐女士转移至其子女名下的
资产、存款予以查封。“相当于就
是对这套房屋作出的一个临时控
制措施，只是一个限制行为，促使
他们（周某某父母）尽快履行法
院此前作出的判决，并不是说我
们查封了，马上就给你拍卖了。”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如果当事人
对法院的执行决定有异议，可以
通过执行异议程序解决，在当事
人提出异议后，如果法院查明这
套房屋确实是周某某的，与其父
母没有关系，并不存在恶意转移
的情况，法院的执行程序也就马
上中止，法院在执行程序上并没
有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王超 摄影报道

法院之槌
或可终止执行
只是一个限制行为

扫地机器人
现身新都街头

商家页面宣传

涉案食用油

房产证登记为女儿的

对成都营商环境有什么意见建议？

“我与纪委监委零距离”
对话数十家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