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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政策】

关于“互联网+” 李克强总理的 10个说法

1、“互联网+”未知远大于已知，未来空间无限。每一点探索积水成渊，势

必深刻影响重塑传统产业行业格局。

——摘自李克强总理2015年 4月23日在泉州品尚电子商务公司考察时的讲

话

2、 推进“互联网+”行动，不仅要有具体措施，更重要的，是要给社会一

种发展信心。

——摘自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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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有近 7 亿网民，互联网市场巨大。集众智可以成大事，要充分发挥

“中国智慧”的叠加效应，通过互联网把亿万大众的智慧激发出来。

——摘自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

4、发展“互联网+”要强化安全意识。政府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也要加强

监管、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样相关产业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

——摘自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话

5、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到“互

联网+”，这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将会培育中国经济新动能，

打造中国未来增长新引擎。

——摘自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话

6、“互联网+”是促进产业升级、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关键举措。

——摘自李克强总理 2015 年 8 月 21 日在国务院先进制造与 3D 打印专题讲

座上的讲话

7、“互联网+”和“+互联网”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相通的，核心都是运用各

种方式把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带动起来，推动企业生产模式和组织方式变

革，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创造活力。

——摘自李克强总理 2015 年 8 月 21 日在国务院先进制造与 3D 打印专题讲

座上的讲话

8、在消费领域，中国“互联网+”创新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今后在工业和制

造业领域，也要把“中国制造 2025”与“互联网+”和“双创”紧密结合起来。

这将会催生一场“新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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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 10 月 1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

9、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让居民和企业少

跑腿、好办事、不添堵。简除烦苛，禁察非法，使人民群众有更平等的机会和更

大的创造空间。

——摘自李克强总理在 2016 年 3 月 5 日两会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

10、“中国制造 2025”和“互联网+”是不可分割的，要使中国制造向智能

化的方向发展，必须依靠互联网，依靠云计算，依靠大数据，这样才能使中国

200 多项产量占世界第一的工业产品能够跃上新的水平。

——摘自李克强总理在会见 2016 夏季达沃斯论坛企业家时的讲话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47/73244.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47/732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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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引入第三方征信机构参与行业信用建设

为促进第三方征信机构更好地参与行业信用建设，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

于 7 月 5 日主持召开专题协调会。

办公厅、运行局、体改司、投资司、产业司、高技术司、社会司、经贸司、

价格司、价监局、财金司、法规司、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负责同志，第三方征

信机构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连维良指出，引入第三方征信机构参与行业信用建设，尤其是重点领域的行

业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管，是一项创新性工作，希望通过企业与政府的合作，实现

资源与服务的共享，进一步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健康发展。

在听取了征信公司汇报近期参与盐业、煤炭、电力等重点领域的行业信用建

设进展情况后，连维良对下一步如何加强第三方征信机构参与重点领域的行业信

用建设和信用监管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

一是规定动作做到位。连维良指出应从 8个方面着力落实：名单归集、记录

覆盖、监管协同、公示监督、监测预警、记录追溯、惩戒协同、社会告知。第三

方征信机构要协助政府做好“四个名单”，即失信企业黑名单、获得行业准入的

资质名单、有造假行为的市场主体名单和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市场主体名单。同时，

信用记录要实现全覆盖，进一步规范信用记录格式、拓展内容;协助政府相关职

能部门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做好信息支撑;建立规范化的监测预警制度，运

用大数据归集，向政府提出行业监测预警报告。强化记录追溯，信用记录要从法

人向相关责任人延伸，从主体向关联主体延伸，不断拓展信用记录，延伸政府监

管空间，为政府实现在多个重点领域实施联合惩戒打好基础。作为第三方征信机

构，应用多种方式协同搞好监管和惩戒，向社会提供信用信息公示服务。

二是自选动作出特色。关于行业信用评级、信用评分等征信机构的市场化服

务，政府信用建设职能部门都将创造条件予以支持。

http://gftai.bcpcn.com/product/pt_zx.html
http://gftai.bcpcn.com/pingj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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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配套协同强合作。与行业信用建设相关的部门协同共建信用信息平台，

政企共建，政社协同，做到信息与数据共享。

四是服务中心强指导。委内各相关司局围绕重点中心工作及领域行业信用建

设，加强对第三方征信机构的指导和培训，要善于出题目、交任务、搞协调、优

服务。

五是工作运行重绩效。征信机构要根据实际工作定期按照标准格式上报参与

信用建设和监管的进展，及时沟通交流，不仅促进下一步征信行业的整合，也为

加强信用建设与监管的政社合作探路子、做示范。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51/73419.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51/734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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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商务公司召开 2016年中全国代理商工作会议

深化协同发展 实现互利共赢

——商务公司召开 2016 年中全国代理商工作会议

2016 年 7月 6日至 7日，商务公司在宁夏中卫召开了 2016 年中全国代理商

工作会议。中心党委书记、商务公司总裁姚广海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商务公

司曹志副总裁、陆建栋副总裁、企业管理部崔丽萍总经理、产品营销部陈岗总经

理、国富安公司唐清文总经理、国富泰公司陈登立总经理、国富通公司马良斌经

理以及来自全国各代理商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及业务骨干等共计 50 余人参

加了会议。会议由产品营销部陈岗总经理主持。

会议现场

姚广海总裁在全国代理商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简要回顾了 2016 年

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加贸政策调整和内部改革带来的压

http://gftai.bcpcn.com/aboutU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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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商务公司与全国代理商共同努力，按照“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总体思路，

认真贯彻落实年初工作会议上的总体工作思路和部署，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

方法，提高服务水平，克服困难、积极行动，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

睹的成绩，实现了代表处改革的顺利平稳过渡和业绩的稳步发展，从整体业绩来

看，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推动了各项工作取得全面进展。

在肯定了上半年商务公司及全国代理商工作的同时，姚广海总裁也指出

2016 年下半年我们的发展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和挑战。随着简政放权和清理进出

口环节收费工作的深入推进，EC会员等行政依附性业务将走到终点。要充分认

识到政策调整对我们的影响，清醒认识到转型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增强危机意识

和忧患意识，做好过苦日子、过紧日子和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充分准备。姚广海

总裁勉励大家：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目前，我们的调整改革已经基

本到位，形成了有利的体制机制，下一步工作的重心应由改革转换到发展上来，

通过深化协同发展，尽快展现改革成果。2016 年下半年，我们继续认真贯彻执

行年初制定的总思路，按照“提质增效、协同发展”的主题，通过聚焦电子商务

领域，重点实施“1125 行动计划”，大力拓展市场化业务，优化业务结构，发

展与中心职能契合的公益性、基础性、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增强聚合资源和协

同发展能力，加快推动商务发展，开创商务发展的新局面，实现商务公司与代理

商的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姚广海总裁对下半年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转型上要有新突破。各

地要尽快完成改革的后续工作，转型成功后要轻装上阵，将重心转移到开拓新业

务上来。二是业绩要上新台阶。要在保证完成销售任务的基础上，市场化业务占

比稳步提高。三是服务要开拓新局面。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客户满意度进一步提

高。四是运营要形成新机制。商务公司与代理商的合作充分得到磨合，形成良性

运转的代理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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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广海总裁讲话

此次全国代理商工作会议上，商务公司曹志副总裁与全国代理商进行了互动

交流，就代表处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回答了代理商的提问，对涉及资产处置、

机构和账户撤销等方面的工作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尽快按照程序处理完成

代表处改革的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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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志副总裁讲话

陆建栋副总裁在此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深化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

工作报告，对 2016 年上半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下半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他首先回顾和盘点了 2016 年上半年营销工作的重大事件，对代理商的营销业绩

进行了总结和点评，对营销工作完成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随后，陆建栋

副总裁对目前营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与阐述，进一步厘清商务公司与

代理商的定位以及各自所拥有的资源和价值。他表示：2016 下半年，希望我们

多用换位思考来看问题和谋发展，树立共赢理念，把自身发展放到“一体化共赢

发展”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摒弃“我有你无”“我多你少”的狭隘观念，做到

有所为有所不为，担当好在协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肩负的责任，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实现商务公司与代理商之间的合作共赢与发展。最后，他对 2016 年下

半年的具体营销工作，进行了部署。

陆建栋副总裁讲话

宁夏、新疆代理商胡利民总经理在此次会议上作为会议举办地东道主作了欢

迎致辞。四川代理商陆艳总经理、天津代理商姜太松总经理、江门代理商叶炳宏

总经理进行了市场开拓经验分享。他们从自身的实际案例出发，总结和分析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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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开拓过程中应把握的关键点和需要注意的事项，为其他的代理商提供了有实

际价值的参考意见和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胡利民总经理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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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艳总经理分享

姜太松总经理分享

叶炳宏总经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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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还邀请了国富安、国富泰和国富通公司为全国代理商分享了各自领

域最新的业务发展状况及产品设计情况。国富安唐清文总经理、国富泰陈登立总

经理、国富通马良斌经理分别作了题为“聚焦安全—‘互联网+’应用探讨”、

“最新的信用政策和信用产品简介”、“国富通手机政务平台”的工作报告。

国富安唐清文总经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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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泰陈登立总经理分享

国富通马良斌经理分享

此次代理商工作会议，产品营销部全员参与，设计了形式多样的分享和互动

环节。陈岗总经理全程主持了会议并在互动环节与代理商充分交换了意见，魏立

汉副总经理、曾国富主管、孙会涛区域经理、黄丝路产品经理分别进行了题为“后

加贸时代代理商服务政府及企业的抓手”、“‘引进来’+‘走出去’项目分析”、

“商务大数据案例分享”、“google 产品介绍”的专题分享。魏立汉、刘渊副

总经理分别主持了“中国电商产业园发展联盟成立商业模式设计方案智慧众筹”

和“重点业务知识竞答”环节的互动。代理商进行了分组讨论和发言，现场气氛

热烈，大家积极献言献策。竞答环节既紧张刺激，又轻松愉悦，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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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岗总经理主持会议

魏立汉副总经理主持产业园智慧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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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副总经理主持重点业务知识竞答

曾国富主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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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会涛区域经理分享

黄丝路产品经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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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志副总裁为获得产业园联盟最佳设计方案小组颁奖

陆建栋副总裁为获得重点知识竞答优胜小组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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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花絮

此次全国代理商工作会议，时间紧凑、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达到了我们

预期的效果。既有宣讲与分享，又有互动与交流，既有求真务实、严肃认真的思

考与探讨，又在气氛热烈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通过互动激发头脑风暴，使得大家

深入巩固和理解我们的业务，既对过去半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与盘点，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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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了经验，又对下半年的工作进行了谋划和部署，对做好 2016 年工作尤其是

下半年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让我们借助此次会议的东风，乘风破浪，努

力工作，开拓进取，实现 CIECC 事业的协同发展，与全国代理商一道，互利共赢，

共铸辉煌！

全体合影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61/73449.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61/734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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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与辽源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6 年 7月 6日上午，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与辽源市人民政府在辽源宾

馆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会议由辽源市政府市长王立平主持，辽源市市委

书记吴兰、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党委书记姚广海先后致辞。阿里研究院、上海

商派、东北袜业集团和金翼蛋品集团等企业代表也在会议中积极发言，为辽源电

商发展献计献策。随后，中国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裁胡杨与辽源市政府副

市长白三迎代表双方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此框架内，双方将发挥各自

优势，在电子商务研究规划、人才培训、产业孵化、高端展会、电商资源对接等

方面展开合作，共同推动辽源经济新发展。培训学院副院长李伟、吉林代表处总

代表孙维杰陪同出席了签约仪式。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61/73473.html

http://gftai.bcpcn.com/aboutUs/business.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61/734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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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 受理有效投诉 23起 案例:网络交易中电商恶意违约

【投诉概况】

2016 年 7月 4日至 2016 年 7月 15 日，BCP 投诉中心共受理投诉 23 起。本

周期，投诉量减少，通过拔打热线电话反映问题的网友居多；“苏宁易购”“ 众

划算”“翼支付”等被集中投诉。

【投诉现状分析】

由下图可看出，2016 年 7月 4日至 2016 年 7月 15 日，投诉数量幅度不稳

定，投诉量呈增长趋势。网络诈骗、合同违约成为网友普遍反映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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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典型投诉案例】

网络交易中电商恶意违约 商家无诚信何以立足？

正规操作下的订单莫名其妙的被卷皮网取消

中国正致力于建构一个“让守信者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寸步难行”信任体系。

可以说网络诚信体系越来越重要，随着网络诚信体系的完善，网络交易中有过恶

意违约，都会在将来的网络信用体系中留下污点，从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电商平台想要继续发展下去，靠的就是消费者的信任，一旦失去了信任，平

台的将寸步难行。

http://ts.bcp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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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家住福州的周女士向中国商务信用平台投诉中心反映，在卷皮

网购买了 2 床被子和 6 件床罩，卷皮折扣网站写着 24 小时内发货，等来的却是

24小时内被取消订单，无人联系说明情况；客服无作为，还忽悠欺骗人，各个

谎言被揭穿后，此平台商家逃避责任，无诚信何以立足，卷皮网折扣平台等同于

窃取顾客资料信息，与该网站标注规则相违背。

在接到网友的投诉信息后，中国商务信用平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投诉转

交于被投诉网站，截止发稿前我们未接到卷皮网的回复，对于此事件本平台将继

续关注。

最后中国商务信用平台提醒网友在网购时要注意：

为避免经济利益受损，使网购更安全更放心。请优先选择通过 BCP 信用认证

的网站(可通过如下链接查询 http://www.bcpcn.com)，如遇到网络购物欺诈、

服务质量不佳等问题，可随时登录 ts.bcpcn.com 进行投诉，也可拨打投诉咨询

热线 4006-400-312。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10/73304.html

http://www.bcpcn.com/gftbriefinglist?sid=141
http://ts.bcpcn.com/
http://ts.bcpcn.com/
http://www.bcpcn.com/
http://gftai.bcpcn.com/renzheng/index.html
http://gftai.bcpcn.com/renzheng/index.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10/733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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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店一店铺涉嫌违规 骗完钱后就失踪

该店铺已被微店冻结

近日，有网友向我们平台反映，在微店平台上购买了一家店铺的东西，因为

微店都有店面有担保，而该网友还比较信任现在的支付平台，于是支付 1200 元，

可往往没想到自己就这样被骗了。

在微店看到一家店铺，比较感兴趣就去了解了一下，店家说可以货到付款，

我就觉得挺好，就下单了。之后是微信聊天，开始他说收取 80 顺丰快递费用，

我问他怎么给，他给了我一个支付宝账号，让我转账，给完又要分期付款 420，

才可以发货，前面说好了货到付款，我便将信将疑就把 420 打给他了。他又说要

拍房产证，可我是个学生，哪来的房产，我就说没有，他说没有房产证就要再交

700 定金，我当时就怀疑是不是骗子，他说他在微店都有店面有担保，我还比较

信任现在的支付平台的；就用给了 700，总共往支付宝账户打了 1200，我还是怀

疑有点假，就问他可不可以退款，他说退款要 4 个月，一般买东西都是 15 天无

条件退款，我就说 15 内都是可以退款的，他说系统不可以，我现在就再找他，

他就再也不回消息，店铺的电话也是打不通。

在接到网友的投诉信息后，中国商务信用平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投诉转

交于被投诉网站，后续关注发现从网友汪先生提供的店铺来看

http://weidian.com/item.html?itemID=1672661573&appid=null&wfr=vdbuyer!

h5!item&fr=qqShare ，该店铺因涉嫌违规，被微店平台冻结。虽然卖家的店铺

被冻结，可汪先生的资金却追不回来了。

http://ts.bcpcn.com/
http://www.bcpcn.com/gftbriefinglist?sid=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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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中国商务信用平台提醒网友在网购时要注意：

为避免经济利益受损，使网购更安全更放心。请优先选择通过 BCP 信用认证

的网站(可通过如下链接查询 http://www.bcpcn.com)，如遇到网络购物欺诈、

服务质量不佳等问题，可随时登录 ts.bcpcn.com 进行投诉，也可拨打投诉咨询

热线 4006-400-312。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10/73303.html

http://ts.bcpcn.com/
http://www.bcpcn.com/
http://gftai.bcpcn.com/renzheng/index.html
http://gftai.bcpcn.com/renzheng/index.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10/733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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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146家企业集中报名参与评级认证工作

据统计本期（2016 年 7月 4日至 2016 年 7月 15 日），广州誉才网络有限

公司、淄博齐氟隆防腐设备有限公司、青州市博金包装机械有限公司、青州市博

金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广州靓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泰州市特锐数控机床有限公

司、韶关市五洲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江阴市美佳特彩纤有限公司、成都市盛源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四川国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重庆予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如

东宏鑫纺织有限公司、常州金木林业机械有限公司、金坛市华联服装辅料有限公

司、宣汉县天丰菌业有限公司、四川嘉华舒适家暖通工程有限公司、沧州市惠世

达钢铁有限公司、四川大彭氏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方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众

企联创科技有限公司、厦门乐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146 家企业向中国商务信用

平台（BCP）报名参与信用评级认证，相关评审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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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声音】

河南铁通工程公司荣获 2015年信息通信行业 AAA 级信用企业称号

6月 21 日，从《关于公告 2015 年首批信息通信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结果

的通知》（通企[2016]72 号）获悉，河南铁通工程公司荣获信息通信行业企业

施工领域AA级信用企业称号和系统集成领域AAA级信用企业称号。同时，在2015

年首批信息通信行业企业-社会信用评价中荣获了 AAA 级信用企业称号。

河南工程公司在 2015 年 10 月，按照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及北京国富泰信用管

理有限公司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认证中心两家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相关

信用等级评价程序要求，按照完成了本公司已获得的本行业企业资质、体系认证

证书及各类执业证照；近三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和审计报告、本公司编制的

本领域财务报表；公司治理结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等的书面文件和文件目录

清单；企业简介、市场定位、发展战略规划等方面的方案说明；近三年公司所承

担的项目工程名单；近三年公司获得的商标、专利、资质、科研、行业奖项；近

三年公司获得的信用或资信记录证书；企业社会荣誉证明；企业员工缴纳社会保

险证明或缴费明细；能证明企业信用状况良好的文件等共计十二项证明及相关材

料的报送工作。

经过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与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依据施工领域和系统集成领

域《信息通信行业企业信用评价标准（试行）》，对该公司的企业基础信用能力、

经营能力、管理能力、财务实力、信用记录等五个方面进行客观评估、审核与审

定，最终评审专家组成员一致认为：河南铁通工程公司信用度极好，信用能力强，

无风险，授信时值得充分信赖，各项管理制度完善，具有较高的持续发展起点和

优势，在行业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261/73450.html

http://gftai.bcpcn.com/pingjia/index.html
http://gftai.bcpcn.com/aboutUs/index.html
http://gftai.bcpcn.com/renzheng/index.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261/734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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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百科】

国家发改委：加快网络信用黑名单建设 放大失信惩戒效果

7月 6日，由国家网信办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网络诚信宣传日活动于 7月 6日

在京举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李聚合发言。

由国家网信办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网络诚信宣传日活动于 7 月 6 日在京举行。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李聚合表示，将加快网络信用记录、黑名单的建设

与信息共享，实现信用记录的全覆盖，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深入开展互联网领

域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李聚合认为，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网民共建共治的工作格局，

首先需要深入开展网络诚信的宣传教育活动。各网站在加强自律、诚信办网的同

时，也应该加强网上社区的诚信文化建设，营造广大网民诚信上网的氛围。社会

各界共同携手加大网络诚信教育，使诚信的文化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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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加快网络信用记录、黑名单的建设及信息共享。李聚合建议，区分不

同的情况，按照不同领域的特点，建立网站和经营管理人员、网民的信用记录，

建立并完善失信黑名单制度，让互联网上的失信行为能够留痕、留印，让失信的

行为付出代价，实现信用记录的全覆盖，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同时进一步推动

信用信息的互联共享，做到线上线下多领域共享使用，实现社会共治。

第三，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和守信激励的力度。5月 30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这是我国首部关于信用联合奖惩的规范性文件，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

极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在进一步加强宣传的同时，关键是要抓好落实，突出重

点联合行动。截至目前，各部门签署的联合激励、惩戒备忘录已有 5个，预计今

年底将增至 10 个。

李聚合同时称，将进一步推动有关部门积极主动地为相关平台提供个人和企

业信息服务，帮助各平台加强信用管理。进一步开展信用信息共享合作，通过签

署合作协议，把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掌握的黑名单、公共信用信息向有关平台

推送，共享共治，放大对部分领域失信行为进行惩戒的效果，通过紧密合作，良

性互动，携手推进网络的诚信建设。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403/73335.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403/73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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