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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记者安蓓、陈
炜伟)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
何立峰 29 日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报告了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财政部部长肖捷报告了
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

下半年经济走势如何？怎样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如何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底线？

下半年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运行

何立峰说，按目前趋势初步预计，下半
年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运行。“经济增长、就
业、物价、居民收入、财政收入、货物进出
口等预期指标经过努力能够完成，脱贫人
口、能耗强度、棚户区改造等约束性指标有
望顺利完成，投资、利用外资等指标完成难
度较大，需付出更大努力。”

他指出，上半年我国经济社会保持了平
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巩固了去年
下半年以来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并持续向
好，为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奠定了扎实基础。
“要稳不忘忧、好中知难，看到当前国际国
内经济环境仍然错综复杂，经济运行中还存
在不少问题”。

何立峰说，从国际看，当前世界经济
有一定改善，但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大国经济金融等政策存在变数，贸
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地缘政治局势不
稳，这些都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
响。从国内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于深
化阶段，实体经济循环不畅问题仍然存
在，经济平稳运行基础尚不牢固。内生增
长动力仍不足，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企
业成本上升压力增大，地区走势继续分
化，一些领域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与此同
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突发环境事件
时有发生，入汛以来南方多地发生较重洪
涝灾害，都需要采取措施认真解决。

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

深化

何立峰说，下半年，要确保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得到深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实
质性进展。

他说，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督促各地及中央企业如期完成年度去产能目
标任务，探索“僵尸企业”债务有效处置方
式，切实落实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控房地产
市场主体责任，实施好全面清理规范涉企收
费、物流降本增效等措施，加大重点领域补
短板工作力度。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努力振兴实体经济。
肖捷说，要督促地方加强专项奖补资金

分配和使用管理，严格按规定用于职工分流
安置工作。继续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
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相关工作。进一步
降低物流成本，今年年底前实现统一开具高
速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发票。改革粮食等
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完善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我国将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何立峰说，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全面落实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
权政策。深化国企国资和重点行业改革。进
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继续深化投融
资体制改革，推进输配电、医疗服务等价格
改革。

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面，肖捷说，
要继续分领域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研究制定进一步理顺
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健全地方
税体系改革方案。研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
革。启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
点。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预算
绩效全过程管理。

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

风险的底线

何立峰说，要积极化解重点领域潜在
风险。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深入扎实整治
金融乱象，完善信用风险处置的机制安
排，有效防控交叉金融业务风险。稳定房
地产市场，坚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加快
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深
入排查和妥善解决各类矛盾隐患，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肖捷强调，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督促地方强化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
加快存量政府债务置换步伐。坚持堵后门、
开前门严控增量，坚决堵住违法违规举债的
“后门”，地方政府一律采取发行政府债券
方式规范举债，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同
时，开好合法合规举债的“前门”，适应不
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确定分地区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稳步推进专项债券管理
改革。积极稳妥化解累积的债务风险，督促
地方落实主体责任，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做
到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加快推进融资平台
公司市场化转型。

“在当前形势下，要更好把握稳和进的
关系，稳是主基调，要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
提下谋进，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
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
标。”何立峰说。

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

从计划预算报告看下半年经济走势

新华社济南 8 月 29 日电(“新华视点”记
者王阳)正值暑运，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等
客流叠加，一些热门线路出现火车票紧张的
现象。铁路部门预计，今年暑运有近 6 亿人次
出行。“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些“黄牛”
绕过购票实名制，倒卖火车票牟取暴利。他们
有的手握数十张身份证刷票倒票，有的利用
通讯软件实施线上到线下团伙作案。有“黄
牛”称，暑运高峰期日入千元。

一张火车票加价 100 元，黄

牛称日收入 1000 元“仅是保底”

铁路系统发布数据显示，7 月份国家铁
路发送旅客 2 . 9 亿人次，同比增长 9 . 9%。据
一些铁路工作人员介绍，暑运比春运更忙，一
是暑运有 60 天时间，二是暑运为双向客流，
出行的短途旅客很多。

全国一些热门目的地的车票变得十分紧
俏，“黄牛”们也开始伺机而动。深圳的万先生
就发现有人在深圳北站兜售高价车票，他说：
“我去湖南岳阳，票很紧张，在车站里就有好
多人跟着我，问要不要加价 100 块钱买票。”

仅 7 月一个月时间，济南铁路公安局在
辖区火车站集中开展治安专项整治行动，就
打掉涉票团伙窝点 17 个，收缴车票 2104 张，
查处各类违法人员 310 余人。

记者近日来到北京西站，发现加价倒票
的“黄牛”仍然存在。记者走出售票大厅，即有
两位中年妇女上前搭讪询问是否需要代买火
车票。

此时从北京西到长沙南的 G505 次高铁
已经显示无票，记者对其中一位刘女士说，想
要买这一车次车票去往长沙。刘女士说：“可
以帮你买到 G505 到保定的车票，保证你可
以上车，上车后再补票，但每张加价 100 元。”
在记者同意后，刘女士带记者来到北京西站
附近一铁路客票代售点取票。记者拿到两张
车票，共花费 337 元，其中车票费用 137 元，
“黄牛”加价费用 200 元。

记者调查了解到，其实像刘女士这样的

“黄牛”事前会囤积大量周末热门车次的短途
车票。铁路杭州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介绍，
“黄牛”先在窗口或网络套购大量车票，待找
到车票买主后，利用开车前 2 小时内退票立
即返库的规定，同一时间迅速完成退票和回
抢，牺牲少量的退票费，将车票身份信息成功
转换，完成加价倒卖。

一个外地在京倒票的“黄牛”透露，暑运
高峰期，她平均每天能接 10 多单“业务”，按
照一张票加价 100 元计算，日收入 1000 元
“仅是保底”，两个月预计能赚 10 万元。

买近求远、囤票寻主，线上线

下团伙倒票花样翻新

2012 年 1 月 1 日，铁路客运全面实施实
名制购票。“相对于火车票实名制以前，‘黄牛’
大规模缩小，但仍然活跃。空间集中在一线、
二线城市火车站，这些车站旅客多，需求旺
盛，时间集中在春运、暑运等小长假旅客出行
频次较高的节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
院讲师李小波介绍。

专家表示，“黄牛”往往是团队合作，分工
明确，建立专属 QQ 群等聊天工具，通过网络
聊天的方式，分享、贩卖抢票软件，熟悉网络
操作的人在线上抢票、刷票，线下团队有组织
地进行销售。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黄牛”倒票出现
一些新手法：

——— 买近求远。北京市民刘杰向记者反
映，近日他准备去石家庄买不到车票，“黄牛”
让乘客用自己的身份信息买一张短途车票进
站，票价仅四元，同时再给乘客一张以他人身
份信息购买的到石家庄的车票。利用车上查
票疏漏和出站时看票不看证，乘客浑水摸鱼
地完成行程。

专家介绍，“黄牛”事先通过网络、电话等
手段囤积紧俏方向长途车票，再加价将他人
的实名车票售给其他旅客，同时让旅客用本
人身份信息购买短途车票，以通过进站时实
名查验。

今年 2 月底，北京西城区法院对一对票
贩子夫妇进行的判例中，民警查获“黄牛”用
40 多张身份证买卖火车票。一位“黄牛”向记
者透露，自己现在手握 30 多张他人身份证用
于倒卖火车票，这些身份证有的是遗失的有
效身份证，有的是从老家搜集的邻居、老乡的

身份证。
——— 囤票寻主。铁路民警介绍，“黄牛”通

过各种途径泄露的身份信息和手机号码，提
前买好区间票，等有乘客需要同一线路的车
票，“黄牛”再退票买新票，这个过程中只是损
失了数量很小的退票费。

一位网名叫“乐天派”的“黄牛”告诉记
者，现在快递、软件注册等很多途径都存在个
人信息泄露，利用别人的身份进行囤票并不
是难事。

有些旅行社使用这种囤票寻主的方法，
也成为“黄牛”窝点。济南铁路局工作人员 6
月底在济南站附近一旅行社内查获车票 62
张，已支付网络订单 147 条，他人身份证复印
件 57 张。该旅行社伙同另外三家旅行社冒用
他人身份信息以电话订票方式囤票。

法律责任需要明确界定，验

票环节需严格把关

北京隆安(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周雷
说，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记者描述的
“黄牛”倒票情况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一些不
法分子利用规则漏洞触碰法律红线，非法进
行倒票、囤票，这种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售
票秩序，还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黄牛”可以绕过实名制的根源是什么？
李小波认为，根源有两个方面：一是“黄牛”可
以利用各种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信息并借助软
件大规模抢票，或是秒杀退票，这是目前“黄
牛”倒票最主要的途径；二是铁路工作人员验
票环节不严，途中验票和到站验票漏洞导致
部分持短途或虚假车票人员可以蒙混过关。

李小波等专家建议，铁路部门进一步加
强实名制车票查验管理，形成进站查、上车
查、出站查的常态化严查严管模式；同时针对
订票规则存在的缺陷升级网站、堵塞漏洞，营
造更加公平合理的购票环境，防止“黄牛”钻
空子。

山东一位铁路检察人员告诉记者，目前
新型倒票案件存在“定性难”“发现难”“取证
难”问题。办案中很难准确区分劳务行为和倒
卖行为，倒票人员、购票买家隐匿网络幕后难
以发现。此外，“电子数据、虚拟商品、谈话记
录”等案件证据收集、固定相对较难，取证过
程更为复杂。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建平等
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对如
何定性倒卖车票、倒票案件的证据标准等问
题形成文件下发，指导办案工作；尽快明确滥
用高速抢票软件的法律责任及为抢票软件提
供信息平台的网站的法律责任。

据新华社长沙 8 月 29 日电(记
者史卫燕)成本不足 1 毛钱，利润率
令人咋舌地接近 9000%；号称“国
外进口”，实际却产自大山深处一个
外人难以发现的地下仓库……

29 日，湖南省娄底市披露一起
案值亿元假减肥药案。当地警方历
时半年多侦查，在阿里巴巴大数据
协助下，于豫、皖、湘三省捣毁了销
售网络遍及 20 余省份的有毒有害
假减肥药制售团伙。警方正在全力
追缴流向全国的近百种“品牌”、十
万余盒假减肥药。

记者调查了解到，中国有上亿
减肥药消费者。正是利用了这一庞
大的市场，近年来网上非法销售减
肥药发展成一个黑灰产业，且有愈
演愈烈之势。

生产车间藏匿深山，

每小时产上万粒有毒有害
“减肥胶囊”

在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城 20公
里外，大山深处的一背靠悬崖四层民
房的地下仓库，堆放着胶囊灌装机、
各色粉末和胶囊外壳。靠这些“设
备”，每小时能生产 1 万粒假冒减肥
胶囊。

近日，湖南娄底警方对这个假
减肥药生产窝点进行查处，现场查
获近 60 万粒胶囊。经食药监部门抽
检，确认大部分含有国家明令禁止
的有毒有害非法添加物西布曲明。

食药监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
西布曲明是中枢神经食欲抑制剂，
可能引起高血压、心率加快、厌食、
肝功能异常等严重的副作用。人体
服用含有西布曲明的减肥药后，严
重时可致人神经紊乱甚至死亡，已被我国禁用。

面容白净，长相斯文的“90 后”男子、安化县人吴荣(化
名)是这些有毒有害假减肥胶囊的生产者。

据其交代，两年前他开始卖假减肥药。起初只在微商圈
子做下线，拿货零售，虽然知道接触的减肥药来路不正，但
卖得挺火，一年毛利润有二三十万元。

2017 年初，不满足做“小虾”的吴荣决定自己制造有害
假减肥药。他在大山深处的亲戚家地下仓库，用木板隔出
10 多平方米作为生产车间。

吴荣从广东、浙江等地买来半自动胶囊填充生产机、封
口机、打码机等工具，把米粉、面粉、山楂粉、苦瓜粉、薄荷粉
等随意组合，并加入西布曲明药粉，最后通过灌装机灌入胶
囊壳，制成“减肥胶囊”。

吴荣说，买机器和原料，他与商家彼此从不过问资质问
题。事实上，他既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也从未从事过医药
行业。

“原料乱配，可以吃就行。(生产)技术也没什么高明。”
吴荣还坦承，经他手生产的胶囊，吃了有厌食、口干、头晕、
睡不着觉等症状。

明知西布曲明有毒，仍用其违法生产假减肥药的吴荣，
从一开始就想好了金蝉脱壳之计。他在广州、深圳分别注册
一家假公司，留下假电话和微信号等，通过社交网络联系、
交易。前后有近 10 个手机号，频繁更换且从不用这些号码
通话，而是将买家引流到两个微信号上。

减肥药二维码扫出鞋垫，利润率近 9000%

1992 年生、河南尉氏县人张萌(化名)，是这一有毒有
害减肥产品生产团伙中年纪最小、却是最赚钱的人。他组建
减肥药微商系统，设立“游戏规则”掌控全局，负责全国 20
余省份的分销。

张萌从吴荣等人处进有害减肥胶囊，并提供设计图让
厂家生产包装盒，再购买药瓶自己包装。为获得更高利润，
他精心设计了十几个“品牌”，“国外进口”“中草药精华”是
他新产品最常挂上的词。

张萌交代，当有消费者质疑为何“中药没有中药味”时，
张萌就让吴荣买来当归粉，掺入原料做出中药味。

牌子一多，漏洞百出。张萌给假减肥药配套的包装盒、
药瓶、防伪标识都是假的——— 二维码扫出来是鞋垫。同一产
品，包装字体大小都不同，有的包装上还有错别字，包装盒
和药瓶上的保质期也不一样。

对于所售假减肥药的危害，张萌也是心知肚明。为检验
假减肥药的效果，他会让下线试吃。有一次，一下线试吃后，
因药性太强直接住院，但这并没有阻止张萌继续销售有害
减肥药品。

警方告诉记者，吴荣生产的假减肥药成本不到 1 毛钱/
粒，对外销售 3 到 5 毛钱。张萌从吴荣等多个途径进货，转
手通过层层分销，最高可卖 10 元一粒，利润率高达 900%-
1 9 0 0% 。若利润从吴荣的“民房工厂”算起，利润率近
9000%。

据初步统计，从 2017 年 3 月开始生产到 7 月被抓，吴
荣累计生产假减肥药胶囊的涉案金额近千万元。张萌累计
卖出 3 万-4 万盒假减肥药，涉案超过千万元，二人总计涉
案超过 3000 万元，算上流通和其他环节，该案整体涉案金
额上亿元。

假冒减肥药圈子：鄙视实干同龄人，梦

想年薪百万

2016 年 12 月，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通过大数据食药
模型，发现湖南地区有一款名为“小绿”的减肥药在淘宝网
上有售，抽检发现其中含有非法添加成分，遂将线索推送给
湖南娄底警方，娄底警方在阿里巴巴大数据协助下，最终查
获吴荣、张萌所在的制售假冒减肥药团伙。

销售假减肥药的人员多在社交平台“抱怨”发货太多、
忙不过来，还有人喜欢晒交易记录的截图、一叠红钞票的小
视频和各种“高大上”吃喝玩乐的场景。有人在疯狂鄙视辛
辛苦苦 1 个月挣几千元的同龄人，有人在关注豪车豪宅，喊
着“年薪百万不是梦”。

娄底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成良分析认为，从事假
减肥药产业的不法分子，往往很懂消费者心理和商业运作
模式，通过类似传销的严密组织，隐匿身份，通过全国总代
理、省份代理，层层分销，且反侦察能力极强，线下监管打击
难度很大。

“互联网+”新形势下更须筑牢监管网络

利用近年来兴起的“互联网+”，一张非法使用违禁药品
制作假减肥药的网络被不断编织。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和虚假
身份作案，监管难度大，需要全社会监督、举报，配合执法机
关监管，多管齐下，净化市场。法律专家表示，专门针对网上
销售保健品、保健医药食品的法规条例则需要进一步完善。

高峰期日入千元，两个月预计能赚 10 万元

暑运“黄牛”如何绕开火车购票实名制？

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杨学嘉、陈炜
伟)财政部部长肖捷 29 日说，要积极稳妥化
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
量。

受国务院委托，肖捷 29 日向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作今年以来预
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肖捷介绍，今年以来，
我国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监管政策，核查地方
政府违法违规融资问题并公开曝光典型案
例，部署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
工作，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肖捷说，下一步要督促地方强化限额管
理和预算管理，加快存量政府债务置换步
伐。同时，要坚持堵后门、开前门严控增
量。一方面，坚决堵住违法违规举债的“后
门”，地方政府一律采取发行政府债券方式
规范举债，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另一方
面，要开好合法合规举债的“前门”，适应
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确定分地
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稳步推进专项债券管
理改革。

肖捷还表示，要积极稳妥化解累积的
债务风险。督促地方落实主体责任，加大

问责追责和查处力度，完善政绩考核体
系，做到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加快推
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督促金融
机构合规审慎经营，切实加强风险控
制。

肖捷介绍，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统计，今年 1 至 6 月份，全国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 31392 . 9 亿元，增长 28 . 8% ；支
出 24672 . 9 亿元，增长 23 . 8% 。截至 6
月底，社保基金累计结余 73586 . 6 亿
元。

关于社保基金收支增长较多，肖捷
说，主要是部分省份启动实施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及将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合
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提高了筹资水
平。

肖捷还介绍，今年以来，各级财政部
门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运行总
体平稳，预算执行情况较好。今年 1 至 7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0762 . 46
亿元，增长 10%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116979 . 38 亿元，增长 14 . 5% 。

财政部长：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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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先在窗口或网

络套购大量车票 ，待找到

车票买主后，利用开车前 2

小时内退票立即返库的规

定 ，同一时间迅速完成退

票和回抢 ，牺牲少量的退

票费 ，将车票身份信息成

功转换，完成加价倒卖

漫画：新华社发 程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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