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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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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重点领域和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
戒，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
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并撤销严重失信企业
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
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股东等人员的荣誉
称号，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对有履行能力但
拒不履行的严重失信主体实施限制出境和限制购
买不动产、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
旅游度假、入住星级以上宾馆及其他高消费行为
等措施。商业银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保险公
司等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定价原则，对严重失信主
体提高贷款利率和财产保险费率，或者限制向其
提供贷款、保荐、承销、保险等服务。根据中央
和省里要求，我市还将进一步建立完善信用联合
奖惩机制，将对信用记录好的企业和个人，给予
优惠和便利，对信用记录不好的企业和个人，给
予严格限制。

红 榜

A级纳税人（2019年度）
江西昌兴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卡地克陶瓷有限公司
景德镇法蓝瓷实业有限公司

黑 榜

执行法院：乐平市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程贵焱，男，48岁
身份证号: 3602811972****1010
住 址：乐平市礼林镇牌楼九甲村
未履行标的额：16.7886万元及逾
期利息
失信情形：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执行依据文号：（2016）赣0281民初2858号

失信被执行人

执行法院：乐平市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程连英，女，49岁
身份证号: 3602811971****6106
住 址：乐平市接渡镇李家坞村
未履行标的额：50.88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执行依据文号：（2016）赣0281民初2663
号

执行法院：浮梁县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徐三友，男，50岁
身份证号: 3602111970****3019
住址：浮梁县湘湖镇七四○厂内
未履行标的额：2.7万元及逾期

利息
失信情形：其他有履行能力 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执行依据文号：（2018）赣0222民初394号

执行法院：珠山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余春发，男，32岁
身份证号: 3602811988****2777
住 址：乐平市塔山街道南岸余家村
未履行标的额：10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执行依据文号：（2019）赣0203刑初358
号

执行法院：珠山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钱维，男，42岁
身份证号: 3326231978****0078
住 址：景德镇市珠山区昌江村
未履行标的额：25万元及逾期利
息
失信情形: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执行依据文号：（2019）赣02刑终1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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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粽子、挂香囊、赛龙舟，这是端午节的文化传
承。与此同时，时令商品消费强劲、民俗节庆活动迈
上“云端”，传统节日展现出时代的新特点。

粽艾飘香，各地文旅活动迈上“云端”
端午假期3天，上海市民徐海清与多位好久不见

的亲朋好友再次团聚，走亲访友自然少不了应景食物
粽子。“端午是我国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以来，
第一个适合亲朋好友团聚、共祝彼此安康的中华传统
节日。”徐海清说。

居民消费热情高，老字号粽子产品在线上线下热
销，分布在上海市区的门店外，消费者有序排着长
队；直播、网购平台上，网友一边互动一边“剁手”。

杏花楼食品餐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智静说，
今年端午应需生产380多万只粽子，较去年产量翻
番。不仅物美价廉的袋装粽子卖得好，价位在150多
元至250多元的礼盒装粽子需求也很旺盛。

“经历疫情，人们对健康更加重视，食品餐饮消
费升级，更多消费者习惯了网购。”智静说。

6月1日至21日，淘宝天猫平台上粽子成交额同比
增长153%。此外，糯米、粽子叶等食材成交额同比大
幅增长，还有“自热型”粽子、“人造肉”粽子等新
鲜品类涌现。

各地文旅活动也精彩纷呈。上海欢乐谷的“‘粽
’享欢乐”活动现场，传统的投壶活动吸引众多游客
参与；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星光夜场回归。在西安，大
唐不夜城步行街上，游客边吃亲手做的绿豆糕边看

“唐仕女”带来的歌舞表演；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里，人们穿唐装、点雄黄、扎菱角，传统习俗与现代
生活融合。

传统民俗活动更在“云端”焕发生机。在屈原故
里湖北省秭归县，有别于往年赛龙舟、割菖蒲、办诗
会等线下人头攒动的景象，“2020年屈原故里端午文
化节”“云上”揭幕。进入“屈原故里云上展馆”页
面，点开视频链接，观众仿佛置身“屈原故里端午
祭”大典现场。

在陕西省安康市的龙舟节活动现场，宽阔的汉江
江面，龙舟健儿挥旗击鼓、挥桨操舟，摄像机和手机
镜头将这场龙舟横渡转播给全国观众。“根据疫情防

控要求，组委会对龙舟节现场观众人数有严格限制。
但通过网络，无论观众身在何处，都可以看到传统活
动盛况，了解民俗文化。”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组委
会副主任付波说。

祛病防疫，战“疫”有底气、生活很安心
西安市级非遗项目雁塔棉絮画制作技艺传承人张

宝兰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一处展台向游客展示如何制
作香囊。“驱毒辟邪是端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端
午至、五毒出’，因此人们佩戴香囊。”

她说，我国正处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人们注
重祛病防疫，佩戴口罩、勤洗手、保持间距、分餐进
食等新习惯，与端午传统习俗正相呼应。

来自重庆的游客杜刚来到西安饭庄享用美食。进
店前扫码测温、店面餐具严格消毒、用餐时使用公筷
公勺等疫情防控措施让他非常放心。“精细的防疫举
措让人倍感战‘疫’有底气、生活很安心。”杜刚说。

全国已有10064家A级旅游景区恢复开放，各地
旅游景区坚持“限量、预约、错峰”，接待游客量不
超过最大承载量的30%。在上海，100多处国家A级
景区全面实施门票预约机制，探索“预约旅游”常态
化。在湖北，文化旅游场馆有针对性地制订恢复开放
方案，例如湖北省图书馆特别注意加强书籍管理，归
还和借出的书籍严格进行有效消毒。

生产企业组织员工加班加点，保障消费旺季的各
类产品供应。在杏花楼位于上海的蒸煮类食品生产车
间，员工们熟练地翻折粽子叶，填充糯米、鲜肉等
……

智静介绍说，疫情期间，车间内减少了操作台数
量，原先每两人共用一张台面也变为一人一台，让员
工们保持足够的间隔距离。“今年粽子市场需求明显
提升，而车间内同时作业的员工数量受限，工厂因此
提前制定计划启动了粽子生产保障供应。”

随着湖北文旅市场复苏，酒店用品、应季礼品成
为汉口北“智慧市场”端午假期前后重点推介的交易
品类，商户们经过测温、查验健康码等严格流程，进
入市场忙碌着。

不过，成交大单并不一定需要与客户面对面。市
场工作人员周悦介绍，自3月28日复市以来，汉口北

市场已先后帮扶商户组织了500多场直播带货活动，
鼓励商户拓展网上直播渠道，探索“无接触交易”，
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有条不紊推动复工复产。

“逆风”前行，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发力
上海市虹口区的一场夜市里，七彩花米粽、菌菇

等来自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特色农产品“闪
亮登场”，这些产品已在多场“消费扶贫”直播中热
销。上海市民刘多很喜欢花米粽，“既能丰富我们的

‘菜篮子’，又能充实当地百姓的‘米袋子’，当然
‘买买买’。”

文山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潘正旺说，上海援滇工
作着眼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从在当地投资建设灌
溉沟渠、灌溉管网，夯实生产性基础设施，到建设农
特产品加工厂、冷冻仓库，促进第二产业升级，再到
如今借直销、直播平台发展第三产业，沪滇经济更进
一步实现“同频共振”。

“干部群众正齐心协力，当前的难关一定能闯
过。我们一定能打赢脱贫攻坚战，携手奔向全面小
康。”他说。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1727.6万人
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4.7亿元。携程旅游大数据联
合实验室研究员彭亮分析，携程平台端午订单较5月
下旬又有增长。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未因疫情改
变，凸显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庞大的市场需求基础。

百姓喜闻乐见的在线新经济对于稳住外贸外资基
本盘也起到重要作用。端午前夕刚刚闭幕、首次整体
搬上“云端”的广交会云平台吸引了来自217个国家
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注册观展，来源地分布创历史纪
录，云路演、云签约等创新模式也为各国展商提供了
便利。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余
典范分析，我国在线新经济蓬勃发展，新基建赋能千
行百业，供需回暖相互促进，经济新动能持续发力。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国际、国内经济带来一定不确定
性，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奋力划桨，中国经济的龙
舟，一定能奋勇向前、力争上游。

（记者 陈爱平 梁建强 蔡馨逸 王晓丹）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线上线下消费升温 文旅活动迈上“云端”
——端午假期透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重庆6月28日电（记者 黎华玲）重庆市科技
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局日前联合制定并印发
文件，鼓励利用互联网平台、环大学创新生态圈等拓宽
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渠道，通过项目拉动、双创导师引
领、抱团创业等方式，支持高校毕业生以创业促就业，
提升创业就业成功率。

重庆4部门印发的有关促进重庆市高校毕业生创业就
业的若干措施提出，支持高校毕业生利用专业知识通过
互联网平台承接创意设计、数据分析、软件开发等“新
三线”相关项目或业务，注册成为服务商或公司实现创
业就业，并优先吸纳高校毕业生成为互联网平台创新创
业的生力军。同时，支持高校毕业生入驻环大学创新生
态圈、大学科技园等孵化平台，承担产品研发、技术服
务等项目或业务，注册科技企业、文创企业、农业企业
等，从而实现创业就业。

根据上述文件，对符合中小微企业条件的孵化平
台，吸纳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
同、稳定用工6个月以上、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
以按照2000元/人标准享受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此外，4部门在文件中提出建立重庆市“大学生创新
创业导师库”，选聘2000名“创新导师”和2000名“创
业导师”，对创业团队给予创新指导和技术支持，给予创
业团队发展方向把控、社会资源对接等帮扶。在抱团创
业方面，鼓励高校毕业生结对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群众
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实现学
群共创等。

根据文件，重庆将依托现有高校种子基金和高校所
在区县种子基金，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资金支持，单个高
校毕业生创业项目支持最高20万元；同时建立“重庆市
高端创业人才托管平台”，精准帮扶两年内离校未就业大
学生创业就业。

重庆出台多项措施助力
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

6月28日，水上运动爱好者
在杭州市富阳区湖源乡的壶源溪
上体验桨板运动的乐趣。

近期，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场口镇、常安镇和湖源乡组团开
启了一场夏季“绿水青山嘉年
华”。这几个壶源溪流域乡镇整
合生态旅游资源，组团开发山村
旅游项目，游客可以参与壶源溪
水上游乐、露营永安山顶、特色
农产品集市和瓜果节等特色活
动。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美丽山乡组团开启夏季
“绿水青山嘉年华”

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28日电（记者 安路蒙）为更好地
支持创业就业，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多市近日陆
续出台创业担保贷款新政，个人最高可贷50万元，助力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和重点群体渡过难关。

呼和浩特市近日发布2020年创业担保贷款办事指南，
扩大了支持范围，受疫情影响较大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
体工商户等5类群体将从中受益。在贷款额度、期限方面，
呼和浩特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对毕业五年之内在当地创
业的高校毕业生，给予最长3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
款扶持。

已从大学毕业几年的吕桐通过自主创业，在包头市创
办了一家教育机构。“今年受疫情影响，我们6月份才开始
营业，长达数月没有营收，房租和人员工资负担很重。”吕
桐说，正在公司资金困难时，了解到当地政府对于创业担
保贷款的一系列贴息政策和申请流程。他说：“这无疑是
雪中送炭，我们提交相关材料后，很快就申请到30万元创
业担保贷款。”

为让更多创业者受益于创业担保贷款新政，包头市通
过进一步扩大扶持范围、降低贷款门槛、提高放贷额度等措
施，为有创业意愿的创业者、小微企业及大学生提供创业担
保贷款。其中，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300
万元的贷款，发展前景好、带动就业人数较多的，经市人社就
业、财政部门审批可申请最高不超过600万元的贷款。

疫情期间，包头市还对毕业3年内大学生、城镇就业困
难人员、建档立卡贫困户、有创业意愿的返乡农牧民，提供
5万元以内全额贴息贷款，无担保无抵押。

内蒙古多地出台创业担保贷新政
个人最高可贷50万元

浙江龙泉溪头村的“陌上归人”民宿逐渐恢复往日的
繁忙。清晨，民宿业主叶柏青正忙着为客人们准备一人份
的营养早餐：五六个青瓷小碟装着各色吃食，有土鸡蛋、五
谷杂粮、当地时蔬等，外加一小碗米粥。

溪头村是典型的“山头村、边远村”，7年前，因一场竹
建筑国际双年展“一炮而红”。村里借势发展乡村旅游，民
宿业由此走上快车道。眼下，正值踏青好时节，一些游客
陆续放开脚步，自驾到村里体验休闲时光。

叶柏青的民宿共11间房，最多可提供45个餐位。“以前
客人都是围着大桌用餐，实行‘分餐制’后，并没有烦琐许
多，反而显得餐食更精致。”叶柏青说。

3月，丽水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农家乐民宿餐饮服务
防控指南，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推行“餐桌革命”，倡导“分
餐制”“公筷制”。叶柏青说，民宿逐步复业后，溪头村的不
少经营业主积极响应，亦得到了游客们的理解和欢迎。

记者从浙江省文明办了解到，今年8月底将实现全省
星级酒店、宾馆以及民宿、农家乐“公筷公勺”全配备。

浙江景宁民宿“清泉石上居”，推行的是“居家快餐”模
式：在大厅摆放一台消毒柜，游客自取餐盘，使用公筷公勺
挑选自己喜欢的菜品，干净又卫生。

位于浙江遂昌县湖山乡红星坪村的民宿“溪云里”则
为游客提供舒适的厨房和干净的餐厅，以及当地产的新鲜
的农副产品。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炒菜、烧烤，
体验亲自下厨的乐趣。

“‘分餐制’‘公筷制’看似少了几份‘亲密’，但它的出
发点是保护家人、保护自己。”浙江桐庐民宿“竺泉”的业主
朱亚军说，“有些客人一进门就会问我们是不是分餐、有没
有公筷公勺，感觉大家的文明用餐意识都在提高。”

浙江民宿农家乐“分餐
制”“公筷制”蔚然成风

新华社记者 段菁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