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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２０13年9月17日 星期二2

本报记者 刘文韬 沙兆华
通讯员 李域

近日，省纪委、省监察厅、省民政
厅、省审计厅、省物价局、省预防腐败
局联合发出《关于清理规范省本级与
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相关联的中介组
织、行业协会收费行为的通知》，决定
从9月起至年底， 对省本级开展与行
政许可、 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组织、
行业协会收费行为进行专项清理规
范工作。

这是我省针对中介组织、行业协
会有偿收费、暗设“小金库”等问题打
出的一记重拳，凸显出我省整治和规
范中介组织，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决
心。

实行“五脱钩”，解决政
企难分问题

2009年， 常德市经过地毯式清
理，将在市农产品流通协会、智立建
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等近40家市直
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中兼职的
处级干部，全部解除兼职，并在媒体
通报公布。

政企难分，使一些中介组织和行
业协会“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
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

对此， 我省认真实施中介组织
“五脱钩”，着力解决市场中介组织政
企不分问题。按照政会分开、政企分
开的原则，制定了《湖南省行业协会
管理办法》和相关法规。推行与原挂
靠单位在职能、机构、人员、财务、名
称等五个方面的分离和脱钩，彻底割
裂市场中介组织在行政隶属关系和
利益关系上与政府及其部门的直接
联系，确立中介组织的独立地位。

长沙市按照“五脱钩”的要求，先
后对全市141家中介机构服务收费单

位进行重点清理摸排，对纳入清理整
顿范围的288家行业协会进行了全面
清减， 已脱钩279家，298名公职人员
辞去协会兼职。同时，先后出台了《长
沙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长沙市律
师管理办法》 等9个专项规范管理文
件。

今年，我省将针对群众反映较强
烈的15个厅局部门， 重点逐一清理，
推行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与原挂靠
单位“五脱钩”，彻底割裂市场中介组
织和行业协会在行政隶属关系和利
益关系上与政府及其部门的直接联
系，着力解决政企不分问题。

加强监管，严打违规现象

湖南欣缔源拍卖有限公司在参
与长沙县一宗国有土地拍卖时， 实
行商业贿赂， 破坏了市场秩序。 当
地工商部门接到举报后， 对此进行
了严肃查处， 对该拍卖公司处以罚
款15万元。

近年来，我省先后对全省市场中
介组织开展了两次集中清理整顿。在
指导思想、目标任务、范围、内容、重
点领域、重点部门和职能分工等方面
提出具体要求，明确“谁登记，谁负
责”的原则，实施清理规范，全面铺
开，不留死角。全省共查处各类中介
组织违章、违法案件107起，罚款130
余万元，吊销、取缔、撤销各类违法中
介271家。

省财政厅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
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考核的通
知》、《湖南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
检查办法》等文件，由各级财政部门
对采购中介代理机构实行定期或不
定期抽查与日常监管相结合的方式，
对受理备案文件、 发布采购信息、抽
取评审专家、报送信息报表等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对违规行为依法处罚，

进一步规范了中介机构的代理行为，
有效促进了政府采购工作持续健康
发展。

2012年， 永州市一家评估机构违
规评估， 市房产局发现后对该公司作
出停业整顿2个月的决定，并责令制定
整改方案， 重新建立一整套公司管理
制度，经验收合格后方可重新营业。

完善机制，规范服务行为

今年7月， 天健注册会计师事务
所湖南分所圆满完成我国首例虚假
陈述投资者利益补偿专项基金补偿
工作，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最大限度地
保护了投资者利益，得到了基金管理
人、政府部门和投资者的充分肯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中介组织在
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日益凸显。 据不完全统计， 我省现
有行业协会7800多家,律师事务所和
公证机构630多家， 市场中介组织
6400余家。

我省通过完善行业规则，规范服
务行为，建立行业自律机制，促进中
介组织、行业协会更好地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服务。

近年来，我省逐步建立以“经济
户口” 管理为基础的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信用服务和评价体系，
建立和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
对有不良记录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
评估机构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处理。同
时， 探索建立中介组织信用激励、失
信惩戒机制，加强对中介组织的诚信
管理，推动建立统一的市场中介组织
信用信息平台，推动诚信经营。

长沙市房产局对全市房产中介
机构建立诚信档案及公示平台， 每
年一次对中介机构实行信用等级评
定， 对机构不良行为或进入警示名
单、 重点警示名单的， 通过媒体向
社会公示。

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来， 我省
共帮助整章建制、 规范经营的中介
组织5000余家。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注重源头防治
本报记者 刘文韬

“中介不中立”、“公证不公正”、“司法不守法”、“评估
不实估”等现象近年来时有发生，破坏了经济发展环境。

中介组织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此关键是要突出重点，注重源头防治。

近年来，我省加快了中介组织与政府部门的脱钩
步伐， 但某些行业仍与政府部门存在着利益关联。一
些中介组织比如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尚未彻底脱钩改
制，存在政企不分和政事不分的现象 。有些行业协会
和经济鉴证类中介组织依托主管单位的权力，垄断经
营，强制服务，强行收费，将不允许收费的行政管理行
为或评比达标活动转化为有偿服务高价收费，所依托
的业务主管单位在其收入中支取费用，引发权力寻租
行为和腐败现象。

必须严厉打击市场中介组织诱发腐败行为。 特别
是把验证公证类、交易类、代理类和评估类市场中介组
织治理作为防治腐败的重点，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等，
集中开展整治和规范，严查价格欺诈、虚假鉴证、围标
串标、恶性竞争、乱收费等现象背后的官商勾结、商业
贿赂案件， 严查行业指导部门在中介组织私设小金库
或违规转移行政管理权谋取部门利益的案件， 从而切
实引导整个市场中介组织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本报记者 沙兆华

通过长达7个月的调查，省物价局认定娄底
市保险行业协会、 娄底市11家财产保险公司和
湖南瑞特保险经纪公司实施“价格联盟”，对当地
新车保险市场构成垄断， 随后对涉案单位处以
219万元的行政处罚。2012年12月28日， 娄底市
保险行业价格垄断案尘埃落定，这是我省查处的
首例由行业协会操纵的价格垄断案件。

经查明，2007年6月， 娄底市保险行业协会
牵头，组织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娄底
中心支公司等11家财险公司与湖南瑞特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 共同组建娄底市新车保险服务中
心，由娄底市保险协会领导，11家财险公司先后
与该中心签订“合作协议”，规定所有新车保险业
务必须集中在娄底新车保险服务中心办理。

2009年7月，娄底市保险行业协会牵头组织
财险公司签订《娄底市保险业机动车辆保险费率
优惠标准自律公约》，自律公约规定，各财险公司
对新车保险不得给予任何费率折扣和优惠，违反
规定每单处违约金1000元。之后又再次规定，各
签约公司对使用年限1年以内的新车不得给予

任何费率折扣和优惠，违者将处该单保费2倍的
违约金。

2012年4月， 娄底市保险行业协会约定新
车商业保险费率统一优惠折扣，对“两主两附”
投保的新车商业险统一给予95%的优惠。之后，
11家财险公司全部执行95%的折扣优惠。

省价格监督监察局认为， 娄底市保险行业
协会、湖南瑞特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和娄底市11
家财险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属于排除、限制竞争
的垄断行为，决定给予娄底市保险行业协会、平
安财险娄底支公司等7个单位共计罚款219万
元的行政处罚。其余5家财险公司，鉴于在娄底
保险市场所占份额较小， 且在调查中提供了关
键证据，依法免除经济处罚。湖南瑞特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的违法问题，已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亮点 治理寻租腐败重灾区
———我省整治规范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纪实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员 欧阳朝夕 骆国
平） 今天上午， 2013年中国 （郴
州） “林中之城、 休闲之都” 国
际休闲旅游文化节， 在桂阳县宝
山工矿旅游景区拉开序幕。 省领
导和老同志王克英、 蔡力峰及国
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出席开幕式。
来自国内外的嘉宾、 游客等1万余
人见证了此次盛会。

开幕式上， 宝山工矿旅游风
景区与悉尼工矿旅游、 鲁尔工矿
旅游等9个国内外工矿旅游景区结
盟， 共同发展工矿旅游产业。

本届旅游节将持续到9月29
日。 将举办主题活动20多项， 包
括世界第一钱币揭幕仪式、 大型
实景演出、 中国首届矿山峭壁帐
篷节、 第三届湘粤 （秦马） 骡马
古道徒步行活动、 第三届生态美
食文化节暨郴州市民间烹饪大
赛、 “浪漫银都行” 户外体验之
旅、 极限挑战高台高温温泉浅地

跳水表演、 第六届华南五省及港
澳地区 （汝城） 越野汽车场地赛、
“重走红军路、 探秘八面山”、 神
农文化高峰论坛暨稻田公园开园
等。 其中， 工矿和温泉旅游是最
大亮点。

在游览宝山工矿旅游井下核心
景区时， 旅客们在地下欣赏了千年
来的采矿形态，被矿井洞顶悬石、天
崩地裂、矿石倾泻、水漫矿洞等浩大
场景所震撼。 而在景区地面一座山
头上，矗立着世界最大的铜钱币“开
元通宝”，其直径达24米、厚3.8米，
体现了宝山铜矿的厚重历史。

郴州拥有天下第十八福地苏
仙岭、 南洞庭东江湖、 中国原始
生态第一山莽山、 华南第一高温
温泉热水温泉、 世界溶洞奇观万
华岩、 南方高山草原仰天湖等旅
游胜地。 从1997年以来， 该市已
举办12届旅游节， 对提升郴州知
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被评为全
国节会50强。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王曦）
今天，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
长许又声在长沙会见了美国著名
经济学家、 趋势学家， 华盛顿特
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里夫金夫
妇一行。

作为全球著名趋势学家， 第
三次工业革命的倡导者， 里夫金
此行来华， 是为了就第三次工业
革命和中国、 能源体系变革等话
题展开讨论。 今天上午， 里夫金
在长沙举行了一场关于可再生能
源与网络、 经济可持续发展话题

的讲座。
许又声对里夫金一行来访表

示欢迎。 他说， 湖南经济发展正
处于转型阶段。 这次里夫金先生
的讲座， 使我们开阔了眼界， 增
加了我们对依靠科技推动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信心。

里夫金表示， 自己是第一次
到中国， 也是第一次到湖南。 湖
南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方
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 相信湖
南将会在中国的第三次产业革命
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苏莉
实习记者 于振宇）今天下午，省委
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在长
沙会见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费
城交响乐团高级顾问尼古拉斯·卜
励德和著名音乐家谭盾一行。

费城交响乐团计划于2014年
开启湘楚文化之旅， 在长沙举行
《女书》 申遗首演。 尼古拉斯·卜
励德和谭盾一行此次来湘， 主要
是就相关文化交流活动进行商讨。

许又声对尼古拉斯·卜励德和

谭盾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他说，
费城交响乐团将湖南的女书融入
音乐创作之中， 相信必将产生令
人期待的佳作。

尼古拉斯·卜励德说， 他1973
年随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到过长沙，
希望通过此次访问， 进一步促进
世界高雅艺术与湖南本土文化艺
术的交流互动。

谭盾表示， 他非常关心女书
文化的传承保护， 希望推动湖南
文化走向世界。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申福春） 省政府今天召开全
省森林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贯彻
落实今天下午召开的全国秋冬季森林
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对全省
森林防火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 副省
长、 省森林防火指挥部指挥长张硕
辅， 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戴焕出席会
议。

根据 《湖南省森林防火条例实施
办法》 的规定， 我省每年从10月1日
到次年的4月30日， 为全省森林防火
期。 气象专家预测， 今年我省秋冬季
降水比常年偏少， 气温明显偏高， 森
林火险等级将居高不下。 随着国庆假
期的到来， 进山森林旅游、 造林炼山
的人员和活动将增多， 森林火灾隐患

增多。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 国家森林
防火指挥部派出一架用于森林防火和
抢险救灾的直升机支援我省， 飞机于
今天下午抵达黄花机场。

张硕辅在会上要求， 全省要严格
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 省森防指及防
火办要认真修改完善 《湖南省森林火
灾应急预案》， 加强对各级地方政府
的工作督查和考核。 各地务必把林区
野外火源管理作为重中之重， 完善火
源管理制度， 加大森林防火的宣传力
度， 大力提高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和

野外用火的自律性。 重点林区县要在
森林防火紧要期颁布禁火令， 坚持野
外用火审批， 严禁一切野外违规用
火。 为了实现森林防火“打早、 打
小、 打了”， 全省要加强森林消防队
伍建设， 并按照国家标准配备有关设
备。 各地要定期开展预案演练和队伍
培训， 有效提高森林消防队员的扑救
能力和水平。

本报9月16日讯 （通讯员 彭
爱民 周杰） 今天是我省营改增试
点首个纳税申报期的最后一天，
至此全省共有19875户营改增试点
纳税人向国税部门申报了纳税，
入库增值税1.40亿元， 税款入库
率达到100%。

自今年3月份启动营改增试点
工作以来， 全省试点纳税人开票、
申报缴税平稳有序，新旧税制实现
了顺利转换。期间，省国税局做了
大量的前期准备和纳税服务工作，

及时升级优化税收信息系统，设置
营改增绿色通道， 落实导税服务、
延时服务等制度， 推行电子申报、
上门申报等多种申报方式；通过纳
税人学校、 短信平台开展全方位、
全覆盖的纳税申报业务辅导，特别
是为一般纳税人配备“一对一”的
辅导员，详细讲解发票开具、纳税
申报表填写以及电子申报流程；
12366纳税咨询热线24小时开通，
国税网站解答问题全天候服务，及
时答复纳税咨询3000余个。

省府部署秋冬季森林防火

确保全省森林防火安全

■手记■典型 首例行业协会价格垄断案

全省营改增试点入库率100%

工矿成郴州旅游亮点

许又声会见美国客人

许又声会见尼古拉斯·卜励德一行

9月14日，
施工人员在进
行最后的摊铺
作业。当天，石
华高速公路完
成全部沥青路
面的摊铺 ，标
志着该路主体
工程完工 。该
路是湖北宜昌
至湖南岳阳高
速 公 路 的 一
段 ，全长13.44
公里， 将于年
底建成通车。

刘曙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