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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股市黑嘴”
“非法荐股”
“场外配资”
厦门证监局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保护投资者权益

本 报 讯 （记 者
吕 洋）今 年 以 来 ，股
市 转 暖 ，交 投 活 跃 ，
“股市黑嘴”
“ 非法荐
股”
“ 场外配资”等非
法证券活动死灰复
燃。记者从厦门证
监局获悉，为维护证
券市场秩序、保护投
资 者 权 益 ，近 期 ，根
据中国证监会统一
部署，厦门证监局通
过加强宣传教育、合
力严肃查处等方式
启动为期三个月的
专项整治行动。
据了解，
“ 股市黑嘴”
是指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
误 导 性 信 息，影 响股 票 价
格，甚至操纵市场等牟取非
法利益的机构和个人。
“非
法荐股”
是指无资格机构和
个人向投资者或客户提供
证券投资分析、预测或建议
等直接或间接有偿咨询服
务的活动。
“场外配资”
是指
以高于投资者支付的保证
金数倍的比例向其出借资
金，组织投资者在特定证券
账户上使用借用资金及保
证金进行股票交易，
并收取
利息、费用或收益分成的活
动。
“ 黑群”
“ 黑 App”是不
法分子为开展上述违法活
动，借助微信、QQ、微博等
工具创建群聊，或开发上线
App 等，用于宣传、引流或
招揽客户，甚至直接从事相
关违法活动。

从事网约车经营
须使用纯电动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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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网约车管理细则修改稿公开征意见

近期，厦门证监局发
动证券机构、投教基地充分
利用营业场所、互联网络，
通 过 横 幅 海报、动 漫 微 视
频、普法文章、讲座培训、风
险提示词条等形式加大宣
传，持续开展
“投教防非”
进
社区活动，增强投资者风险
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同时，开展并动员辖区证券
机构开展违法活动线索摸
排，联合公安、网信、市场监
管和金融监管部门，行政处
罚和刑事打击双管齐下，
从
严从快打击宣传、推销、运
作、技术支持、资金转移等
黑产业链，形成
“非法机构，
人人喊打”的高压态势，增
强部门合力严肃查处。
厦门证监局提醒广大
投资者，远离微信荐股、直
播 荐 股，防 范股市 网 络 诈
骗。

本报讯（记者 徐景明 ）10 月 13 日，
《厦门市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
（以下
简称《细则》
）修改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改稿的最
大变化是：
从事网约车经营，
须使用纯电动车型。
之前《细则》规定，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
可使用 7 座及以下燃油或非插电式油电混合动力
车型、纯电动或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新能
源车型。而此次修改稿（征求意见稿）显示：只能
使用纯电动车型。
同时，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对纯电动
车型的续航要求，其他硬性指标和之前一致，如轴
距不低于 2650 毫米、挂本市牌照等；新增的第四

十三条释义，细则所称的纯电动乘用车，是指符合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
型目录的纯电动乘用车以及国家有关规定许可的
原装进口纯电动乘用车。
据悉，目前我市合规网约车中，纯电动车型
达到总量的 7 成，且新投用的车辆基本都是纯电
动车。修改《细则》，符合我市网约车产业发展方
向，
进一步推动我市
“绿色交通”
发展。

全市专项排查治理
危化品安全风险隐患
本报讯（记
者 黄 语 晴）为 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吸取黎巴嫩贝鲁特港爆
炸等事故教训，市安委办于近日印发《全市硝酸铵
等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第三轮专项排查治理
工作方案》，持续推进我市危险化学品重大风险防
控工作。此次专项排查治理从 10 月启动，将持续
到今年 12 月底。
根据《方案》，此次专项排查治理将重点针对
三类项目。一是对涉及使用（储存）硝酸铵、硝化
棉、氯酸钾、氯酸钠、液氯等五类危化品企业进行
全面排查，掌握底数，建立相关台账，重点检查该
类企业储存环节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二是排查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重点检查重大危险源

罐区仓库安全、消防设施设备的完好有效情况及
有关监测监控数据接入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情况，
落实管控责任；涉及爆炸性危险货物的储存、运输
等企业，以及涉及爆炸性危险货物的港口、码头、
堆场也是重点检查对象，将着重检查前期发现问
题隐患的整改情况，重大安全风险排查管控情况
及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情况等。
全市各部门将联合行动，分领域同步开展专
项检查督导。10 月底前，我市将针对上述重点检
查项目，全面排查摸底，形成问题隐患和整改措施
清单；下一步将分类施策、督促整改、强化执法，争
取于 12 月中下旬完成整改验收。市应急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专项排查治理的开展，有助于提
升我市危险化学品风险管控水平，落实重大危险
源风险常态化防控，防范遏制危险化学品重特大
事故发生，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届翔安区委第十轮第一批巡察工作展开
本报讯（记者 邵凌丰
通讯员 陈景赐 林菲菲）根
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
《关于市县党委建立巡
察制度的意见》
《中共翔安
区委巡察工作实施办法》以
及省、市、区委相关规定和
部署要求，经翔安区委巡察
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自
2020 年 10 月 15 日 起 启 动
四届翔安区委第十轮第一
批巡察工作，对区卫生健康
局、市第五医院等 13 个单位
开展常规巡察，为期 40 天左
右。

组别

区委巡察一组

被巡察单位

区卫生健康局、红十字会、计划生育协会、卫生和计划生育监
督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
院、
大嶝医院、
新店中心卫生院、
马巷卫生院、
内厝卫生院、
新圩中
心卫生院、
市第五医院

巡察组负责人
巡察组驻址

举报箱位置

组 长：
朱泽环

副组长：
陈黎芳 林秀芬

厦门市翔安区祥福一里 29 号
1. 区公共卫生大楼一楼大厅
2. 区人力资源大厦 8 楼 813 会议室门口
3. 区卫监所办公楼大厅入口处旁边
4. 市第五医院行政楼旁职工食堂门口处
5. 大嶝医院办公楼 3 楼楼梯口
6. 新店镇新兴街永兴路 9-5 新店中心卫生院西侧
7. 马巷卫生院门诊楼和公共卫生服务楼入口处
8. 内厝卫生院 2 号楼门口
9. 新圩中心卫生院门诊楼门口

来信地址

厦门市邮政专用信箱新店 329 号，
邮编 361102

举报电话（工作日8:00-20:00）

18059290901

信访受理范围
根据区委巡察工作要求和
巡察工作职责，区委巡察组主要
受理反映被巡察单位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和下一级领导班子主
要负责人及重要岗位领导干部
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
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
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
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
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察
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周六上演
时间：2020 年 10 月 17 日 9：00
地点：吉家·家世界主广场

港口公职人员：

学习法律法规
加强学思践悟

本报讯（记者 徐景明 通讯员 赖世威）昨
日上午，厦门港口管理局开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专题培训讲座，共有
240 名港口公职人员参加，进一步加强“学思
践悟”
。
专题培训讲座由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
主任、一级巡视员黄聪敏授课，从重要意义、主
要内容、
贯彻执行等三个方面予以深度解读。
厦门港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吴顺彬
说，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未来厦门港的主要任
务，需要一支信念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
奋发有为的干部队伍。局机关、局属各单位要
抓好法规学习，把其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镌刻在心，做到“入脑入心入行”；坚决贯彻执
行，守住底线、不踩红线，相关违法行为一经发
现，要依法查处、严肃追责；加强作风建设，做
一名敢担当、善作为、讲纪律、守规矩的港口
人，在厦门港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个人追求、个
人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于今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公职人员惩戒制度
的国家法律，从国家立法层面实现了对公权力
和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

男子利用职便
收受贿赂骗取公款

一审获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
金 40 万元
本报讯（记者 谭心怡 通讯员 湖法宣）陈
某曾是厦门某拆迁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拆迁
部项目经理，在 2009 年至 2019 年，他接受被
征收人的请托，在获取政府征收补偿、搬迁补
偿补助等方面提供帮助，在十年时间里收受现
金共计人民币 47 万元。近日，湖里法院发布
一起案件，
陈某和同伙柯某分别被判刑。
经调查，
陈某不仅多次收受他人财物，
还伙
同柯某，
利用职务便利，
骗取公款33万余元。
2019 年 10 月 14 日、11 月 18 日，柯某、陈
某先后被湖里区监察委员会留置。
湖里法院认为，陈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从中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47 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
已构成受贿罪。陈某伙同柯某，利用职务便
利，骗取公款 33 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
构成贪污罪。
综上，湖里法院一审以受贿罪、贪污罪，
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四十
万元；以贪污罪，判处柯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
三年，
并处罚金十万元。

辅警伙同他人
共同受贿近五万元

本报讯（记者 黄琬钧）昨日，据“翔安检
察”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蔡某乾、朱某
恺涉嫌受贿罪，蔡某辉、蔡某奖、蔡某林涉嫌行
贿罪一案，由翔安区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后，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近日，翔安区人民检
察院分别以涉嫌受贿罪、行贿罪，依法对蔡某
乾、朱某恺、蔡某辉、蔡某奖、蔡某林提起公诉。
经审查，蔡某乾系厦门市公安局翔安分
局交警大队车驾管科辅警，其利用职务便利，
伙同朱某恺共同收受蔡某辉、蔡某奖、蔡某林
贿赂款共计人民币 47442.75 元，为该三人在
交通违法处罚的具体处理事项上谋取不正当
利益。
目前，
此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