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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红黑榜显威力 失信人处处受限
我市自2017年建立诚信“红黑榜”制度以来，把恪守诚信者列入“红名单”，把失信违法者列

入“黑名单”，让上红榜者更红更有尊严，让入黑榜者如履薄冰付出惨重代价。目前，诚信“红黑
榜”威力显现，失信人处处受限。“诚信吃香、失信吃亏”的理念逐渐被公众接受，处处讲诚信的社
会氛围正在逐步形成。

□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实习生 李博昊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又一批失信人 被纳入“黑名单”

目前，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共归集有效信息近 1.3亿条，除
司法判决、双公示、欠税欠费、
红黑名单、义务献血、志愿者活
动等各类信用信息外，还归集了
社保、公积金、纳税、用电、用
水、用气等行为性数据及全市常
住人口信息，归集的信息量已达
到人均近 50条，完善了基础数
据，消除了政府部门间“信息孤
岛”，对协同监管创造有利条件。

此外，我市基于国家已出台
的奖惩备忘录，汇总细化了《漯

河市守信联合激励清单》和《漯
河市失信联合惩戒清单》，如果
被纳入失信“黑名单”，将会在
教育、金融、社会保障服务等领
域受到惩戒。

如今，我市在全省率先实现
了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与市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市互联网+政务服
务平台和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
接工作，行政服务大厅在行政审
批中可随时调取企业信用记录，
根据法人、自然人信用状况作出
奖惩。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我市将继续加大联合奖惩工
作力度，加快诚信漯河建设，推
动文明漯河建设。依托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和“道德讲堂”等载
体，开展专项诚信文化建设教
育，以倡导诚实为人、诚心交
友、诚信劳动、诚信经营等内
容，引导公民形成讲诚信、讲道
德、讲责任的思想共识。及时向
社会发布诚信“红黑榜”，营造
诚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处处受
限的良好社会氛围。

失信被执行人，失信企
业 名 录 ， 纳 税 人 “ 黑 名
单”……10月10日下午，在
我市 2018 年第三季度诚信

“红黑榜”发布会上，一批失
信个人和企业被纳入“黑
榜”曝光披露，而安全生
产、文明守信的旅游服务企
业，也光荣入围“红榜”受
到了表扬。

发布会上，市中级人民
法院、市税务局、市旅游局
先后公布了诚信“红黑榜”
名单。其中，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布了 254 名失信人名单
和45家失信企业名单，市税
务局公布了 9家纳税黑名单
企业，市旅游局公布了 2家

旅游服务企业红名单。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为构建社会诚信
体系，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营造
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在全
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
可耻”的良好风尚，我市把
诚信“红黑榜”作为先行先
试的突破口，结合我市精神
文明创建建设工作，定期公
布诚信“红黑榜”，集中发布
各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
评价筛选的诚信“红黑榜”
名单，引导广大企业树立

“诚实守信者荣、失信败德者
耻”的理念，积极培育诚实
守信的市场经营环境。

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失信被执
行人被纳入“黑名单”后，
不但在全市公布失信人名
单，让其颜面扫地，其信息
还被同步接入全国公共信用
信息平台，使失信人办理银
行业务和出行都受到了限
制，最后不得不接受法院判
决的现实，履行了裁定。

市民温某自 2013年 5月
开始，多次以生产销售军靴
为由，共向陈某某借款60万
元，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
后来，温某归还本金 8 万
元，剩余 52万元一直未还，
陈某某诉至法院要求温某归
还 52 万元本金及利息。对
此，召陵区人民法院作出调
解，自协议生效，温某应于
2016年8月30日前将52万元
全部借款还清。如未履行，
利息自2016年4月12日开始
计算，直到还清之日为止。
调解书生效后，温某未履
行，陈某某向召陵区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召陵区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8 月 8 日立案执行，并依
法向被执行人温某送到了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
票，同时告知温某应于收到
执行通知 7日内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
后温某未按执行通知履行义
务，2017年 8月 16日，其被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同
时其失信信息被报送至市中
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通过户
外LED显示屏24小时滚动曝
光。温某被纳入失信名单
后，不能坐高铁、买飞机
票、入住星级宾馆、到银行

办理贷款等业务。其家属在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户外 LED
显示屏上，看到了温某的失
信信息后，立即告知了他。
2017年 10月 7日，温某迫于
执行压力，主动到法院执行
庭协调还款事宜，10月13日
将全部案款电汇至执行案款
专户。至此，案件终于了
结。

2017年 7月 20日，倪某
和李某各驾驶小型轿车行驶
至市区人民路时发生交通事
故。经漯河市公安局天桥交
管巡防大队出具的事故认定
书认定，双方应付同等责
任，双方折抵后李某应付倪
某7744元停运损失，李某不
同意支付，倪某将李某诉至
法院。召陵区人民法院作出
民事判决书，判令李某于判
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倪某损
失7744元。判决生效后，李
某未履行，倪某向召陵区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召陵区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 月 8 日立案执行，并依
法向被执行人李某送到了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
票，同时告知李某应于收到
执行通知 7日内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
后李某未按执行通知履行义
务。2018年 1月 16日，召陵
区人民法院将李某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李某被纳入
失信名单后，不能坐高铁、
买飞机票、入住星级宾馆、
到银行办理贷款等业务。2
月 7日，李某主动到法院执
行庭协调还款事宜，当天将
全部案款电汇至执行案款专
户。

“‘红黑榜’集中发布各行
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评价筛选
的诚信和失信名单，在引导广大
企业树立‘诚实守信者荣，失信
败德者耻’理念，积极培育诚实
守信的市场经营环境方面，起到
了切实可行的推动作用。”10月
10日，市文明办副主任李天亮
说。

今年6月12日，在市行政服
务大厅市工商局窗口，一位操着
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李某来到窗
口工作人员小张的座位，准备办
理公司法人变更业务。小张认真
翻看企业提交的资料，当她在全
国共享黑名单中查询核查法人身
份时，发现拟任公司法人李某被
列入黑名单了。

李某听到后一脸疑惑地说：
“为什么我会在黑名单？”小张耐
心地问他：“你是不是在其他已
经被吊销的公司担任股东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李某无辜地说：

“没有没有，我刚来漯河没多
久，在漯河从没办过公司或者担
任过公司管理人员。”

小张又问：“那全国其他省
市呢？”李某奇怪地说：“其他省
市被列入黑名单也不能在漯河任
法人吗？”一听这话，小张告诉
李某：“现在全国企业信用是一

张网，无论在任何一个地市被列
入黑名单，全国各个工商登记机
关都能查询到，都不能再担任公
司高管。”李某一听顿时泄了气。

原来，李某在老家福建办了
一个一人有限公司，因为经营不
善，5年前公司倒闭。但他嫌办
理注销费事，公司就一直处于停
业状态，后来被当地工商机关因
长期不开展经营活动吊销营业执
照。来到漯河后，李某抱着侥幸
的心理想在某公司担任法人，没
想到刚到窗口就被工作人员利用
业务系统一键查询“现身”了。

小张了解完情况后，详细告
知李某信用约束的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办理公司注销的相关手
续，希望李某尽早从黑名单移
出，再次来漯河投资经营。

李某临走时感慨地说：“看
来一处信用有污点，全国投资都
寸步难行！我赶紧就回去把老家
的公司注销了，坚决不能再做

‘黑户’！”
最近，漯河某商贸公司的徐

先生觉得自己摊上事儿了，他查
询自己企业的信息时发现公司被
列入了异常名录。徐先生觉得不
可思议：“不是领了营业执照就
算合法经营了吗？”

原来，2013 年，徐先生在

源汇区注册登记了一家商贸公
司，并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2018年1月，市工商局通过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随机抽
中了该企业。当执法人员对当事
人的经营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
徐先生的公司已不知去向，执法
人员通过企业登记的住所和联系
方式均未能与法定代表人徐先生
取得联系。根据检查结果，这家
公司于2018年3月5日被依法列
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原来徐先生在 2017 年由于
公司原经营场地到期，重新租赁
了新的办公地址，且没有到工商
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手机号
也在之前更换过，所以在工商部
门检查时出现了“失联”现象。

2018年6月初，一家企业在
与徐先生的公司签订合同时，在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查
到徐先生公司的经营异常信息，
以此为由取消了订单，徐先生这
才知道公司因“查无下落”已经
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

6月底，徐先生到市工商局
信用科，查明原因后急忙到登记
机关办理地址变更手续，经过申
请，企业从黑名单中移出，这
次，徐先生算是上了一堂生动的
企业信用约束课。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失信“老赖” 出远门都成问题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信用成为企业的“紧箍咒”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联合惩戒 失信人将处处受限

我市去年在街头公布诚信“红黑榜”。2018年第三季度诚信“红黑榜”发布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