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三打兩建」行動中，深圳、廣州、中山等城市紛
紛打 「老虎」，落馬的貪腐官員涉及醫療、食品、工程等
多個領域。行動中，深圳表現最搶眼，既打 「大老虎」，
又捉 「小老鼠」，連施 「組合拳」令市民及商戶對政府信
任感大增，不少深圳港商也直言營商環境有明顯改善。據
悉，深圳擬將查獲欺行霸市、製假售假、商業賄賂三類問
題的企業或個人納入黑名單，用於建設徵信系統和市場監
管系統，以建立長效機制。

「菜籃子」 安全係數提高
深圳在 「三打兩建」行動中，頭炮端掉以沙井 「黑老

大」為代表的系列團夥案，更
牽出當地官員勾結香港黑幫。
經過連續打黑查假、挖保護傘
， 「大老虎」紛紛落網；截至
9 月 14 日，深圳共批捕涉 「三
打」犯罪嫌疑犯2194人，起訴
1879 人，涉案公務員近 300 人
，處級以上官員超過40人。

不同以往大規模的打黑行
動，常引來坊間 「一陣風」、
「走 過 場 」 的 批 評 ， 這 次
「三打兩建」令普通市民切

身受益。
深圳市去年的人均可支配

收入居全國首位，但幸福感卻
不高。有市民打趣道：打的打上 「黑的」，買藥遇上 「黑
店」，買肉買到死豬，連吃早點也碰上黑作坊製作的油條
、麵包、豆漿。

如今，深圳的不正規早點攤販銷聲匿迹。最令市民擔
憂的私宰豬、 「地溝油」亦被警方與市場監管等部門聯手
高壓防堵。深圳城市廢物處置中心今年以來每周處理的各
類病死禽畜及不合格肉類製品比去年一個月還多，最多時
超過800噸，這足見深圳市民的 「菜籃子」安全係數大幅
提高。

深圳在打擊醫療系統商業賄賂犯罪專項行動中，以
「5．14」專案行動最震動，13家市、區醫院涉案，共立

案 21 宗涉 23 人，9 名醫院院長落馬。同時，執法部門全
面整頓非法行醫、醫療欺詐等領域，其中深圳坪山區清理
了21家 「黑診所」。

收 「陀地」 黑幫聞風斂迹
羅湖和福田是港人集中消費的地區，還有大批營商的

港籍個體戶，他們常會遇上
內地式市場潛規則的情況，

例如每月需繳納 「喝茶費」或 「保護費」，
直接增加經營成本。

2月19日，深圳光明區一女鴨販送貨時遭競爭對手僱
用4人砍成重傷，案件更曝光深圳非中心區的市場混亂黑
幕，商販每售賣一隻活鴨竟需向黑勢力抽佣1元。案件驚
動深圳市委書記王榮，下達批示偵查該案。

在羅湖區太白路一帶，經常有港人投訴在附近的桌球
室、麻將室消遣時遭遇暴力恐嚇。7月，羅湖警方端掉一
個涉黑團夥，發現其經營商店、桌球室、麻將室、便利店
等，但欺行霸市、強迫交易，民憤極大。

一名娶了內地妻子的港人在布吉經營一家食店，生意
紅火。他稱，去年有幾名身份
不明的男子結隊來店收取 1000
元的 「管理費」，附近有攤販
因拒交而被砸過，敢怒不敢言
，但隨着執法部門今年陸續展
開打擊行動，這夥人再也不敢
出現， 「三打兩建」讓港籍商
戶有一個更公平安全的經商環
境。

對於令人頭疼的 「黑車」
問題，深圳亦進行了大規模整
治，在橫崗區連續打掉六個
「假冒出租車」、 「商旅快線

黑班線」、 「868黑大巴」等黑
車團夥。

華強北 「改邪歸正」
值得關注的是，深圳在 「三打兩建」行動中，大規模

、高密集的打假行動令 「中國電子第一街」華強北大量山
寨手機廠商遭受毀滅性打擊，一度引起 「退租潮」。但有
業界人士稱，被打掉的是華強北山寨產業中觸及法律的不
良部分，國產自主品牌受益，這將促使華強北不良產業鏈
條 「改邪歸正」，更利長遠發展。

目前，經過 「三打兩建」行動，深圳食品安全、市場
秩序大有好轉，商業賄賂亦有所收斂。接受大公報訪問的
深圳市民中，有7成以上表示 「三打兩建」行動以來，平
民受益，商戶得利，日常生活的感觀有改善；亦有2成人
看到潮汕地區出現商舖關閉風波，擔憂 「打過火」，會給
生活帶來不便。對此，有分析人士稱，廣東在經濟建設取
得巨大成就，成為內地最富
裕省份，但在市場信用體系
、監管體系的不足，成為發
展的短板，預料未來重心將
由 「打」轉向 「建」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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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 「三打」捷報頻傳，然而 「兩建」方面
卻需要做好 「持久戰」的準備。深圳 「三打辦」
人士稱，在打擊各類市場違法行為的同時，政府
將採取措施逐步建設社會信用體系和市場監管體
系，做到以打帶建、以打促建，營造一個法治化
、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廣東通過半年多的 「三打」成績顯赫，嚴厲
的手腕令違法犯罪分子 「聞風喪膽」，市場環境
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淨化。然而， 「打」是手段，
通過 「建」來形成一個經濟良性發展的長效機制
才是最終目的。

深圳 「三打辦」人士指出， 「兩建」工作是
一項系統性、長期性和創新性的工程，覆蓋領域
廣泛，涉及部門多，時間跨度長，必須做好持久
戰的準備。該人士建議，各地政府應該制定 「兩
建」的工作考核指標和考評機制，防止工作走過
場和執行中出現偏差，其中與 「兩建」涉及最多
的工商部門，對過去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要總結
保留，對一些過時、不一定恰當的做法則要適當
調整，與此同時，應代表政府為企業誠信建設搭

建平台，並培育和推動企業開展
誠信建設。

三打兩建成果

打打老虎老虎剿剿陀地陀地掃掃黑店黑店

廣東在全省範圍開展 「三打兩建」行動半年
多以來，社會治安和市場環境明顯好轉，老百姓
拍手稱好。不過，在與市民息息相關的食品安全
遭遇嚴重危機的大背景下， 「買得放心、吃得安
心」仍是民眾最大願景。有深圳港商呼籲政府成
立常態化查處機制，避免變成 「運動式」執法。

在深圳花卉世界經營花店的港商小麗表示，
「三打兩建」行動頗見成效，今年以來，已沒有

人敢來索要 「飲茶費」，希望經歷此次行動後，
營商環境會逐年轉好。

吃得放心 民眾安心
政府嚴厲打擊欺行霸市令規範運營的商家歡

欣雀躍，同時也贏得民眾的支持。在深圳生活了
十多年的孫小姐表示， 「三打」給市民帶來最實
惠的就是買什麼、吃什麼都比較放心。例如，早
前在深圳寶安區查處一個加工提煉地溝油窩點，
查獲約 1000 公斤地溝油，類似消息每每一出，
雖然讓人毛骨悚然，但政府的查處決心令她信心
大振。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廣東掀起史上最嚴厲的
「三打兩建」行動，從起初的政府推動到全民參

與，從盲目舉報到精確舉報，從低效運行到高效
互動，隨着行動的不斷深入，不僅規範了市場秩
序和優化營商環境，同時也改善了民生環境。

有數據顯示，今年前8月，廣東省有效總警
情同比下降 8.5%，廣東市場上的假冒偽劣商品
明顯減少，隨着一批長期盤踞在商品批發行業、
控制農貿市場經營的 「惡霸」被拘，物價有所回
落，老百姓的安全感也明顯增強。

2月至今，廣東嚴厲執行 「三打兩建」 行動，在經濟建設領域大查商
業賄賂、動真格打 「大老虎」 ，又在菜籃子、藥箱子等民生領域捉 「小老
鼠」 ，贏盡市民和商戶口碑。廣東下半年着手將 「三打兩建」 工作重心由
「打」 轉向 「建」 為主，建設市場信用體系、監管體系。 本報記者 唐剛強

「三打」 ：打擊欺行霸市、打擊
製假售假、打擊商業賄賂

「兩建」 ：建設社會信用體系、
建設市場監督體系

「欺行霸市」 並不是法定罪
名，而是相關違法犯罪行為的

統稱。通常指在市場經營活
動中採取脅迫、暴力等手
段欺壓同行、霸佔市場，
以獲取最大經濟利益，擾
亂市場正常管理秩序的
非法行為，涉及的罪
名有21個，譬如強迫

交易、非法經營、
敲詐勒索、聚眾
鬥毆、尋釁滋事

、非法拘禁
、故意傷
害等違法

犯罪行
為。

名詞解釋

三打兩建

●● 廣東煤炭地質局原局長吳華森涉嫌招
標時串標、圍標，收受巨額賄賂被查
處。

●● 陽春市國稅局原局長歐開業涉嫌濫用
職權、受賄，協助 「黑老大」 逃稅
8844萬元人民幣，1月7日被刑事拘
留，1月18日被逮捕。

●● 韶關市湞江公安分局原副局長徐衛武
為賭場充當保護傘，涉嫌徇私枉法、
受賄，於3月15日被刑事拘留，3月
29日被逮捕。

●● 惠州市發改局原副局長涉嫌受賄179
萬元，1月11日被逮捕。

●● 廣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長何靖涉嫌利用
職務便利，收受巨額賄賂，並涉嫌長
期與多名女子保持不正當男女關係，
以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等被「雙規」。

●● 東莞市委原副秘書長吳湛輝涉嫌收受
賄賂等嚴重違紀，被 「雙開」 並移交
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 廣州荔灣區中南街海南村部分村幹部
涉黑涉惡，集體貪腐逾億元，被刑事
拘留。

●● 深圳醫療系統開展打擊商業賄賂犯罪
專項行動，16名管理人員涉嫌受賄被
逮捕，包括9名正副院長。

●● 深圳沙井街道辦原黨工委書記劉少雄
等基層官員為 「黑老大」 充當 「保護
傘」 被查處。

（本報記者黃仰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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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市場監督局搬運
一家 「黑門診」 的證物

黃仰鵬攝

▲深圳警方在龍崗
抓捕三名欺行霸市
嫌疑人 唐剛強攝

▼廣東省公安機關在打擊
欺行霸市行動中繳獲一批
武器 唐剛強攝

▲▲深圳執法人員搗破一個 「地溝油」
作坊 唐剛強攝

▲▲廣東工商部門查處一家涉嫌售買假
冒名牌產品的服裝企業 黃仰鵬攝

▲▲執法人員向民眾宣傳 「三打兩建」
唐剛強攝

▲▲執法部門人員在商店巡查偽劣商品
資料圖片

▲▲深圳福田區出警執行打擊製假售假
唐剛強攝

▲深圳保安法院舉行 「三打兩建」 集體宣判大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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