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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加入6家协会
每年会费支出达20多万元

修好通村路 公交开进村

新华社电 中国大熊猫保护
研究中心13日对外宣布， 从泰
国归来的大熊猫 “林冰 ” 于8
日在保护研究中心的卧龙神树
坪基地顺利产下一对龙凤胎熊
猫宝宝。 目前， 两只熊猫宝宝
各项生理指标正常， 姐姐体重
170克， 弟弟体重159克。 这也
是汶川地震重建完成后， 首胎
在卧龙基地诞生的大熊猫。

今年春天 ， 8岁的雌性大
熊猫 “林冰 ” 出现发情迹象 ，
在雅安碧峰峡基地先后与雄性
大熊猫 “园园” “武岗” 谈恋
爱并自然交配。 3月7日， 完成
配种后的 “林冰” 来到卧龙神
树坪基地待产 。 7月初 ， “林
冰” 出现临盆征兆。

为确保熊猫宝宝能顺利出
生， 保护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不
眠不休密切关注“林冰”几个日
夜。终于，“林冰”在8日8时17分
产下了第一只雌性幼仔； 当天
15时8分，“林冰” 再产一仔，为
雄性。

海归大熊猫“林冰”
诞下龙凤胎

新华社电 １２日， 河北省晋
州市发生一起幼儿园幼童被遗
忘车内死亡事件， 经查， 涉事
幼儿园为未经注册审批的非法
幼儿园。 目前， 警方已将幼儿
园园长控制。

记者从晋州市有关部门获
悉 ， ７月１２日 ， 晋州市桃园镇
周头村天宝幼儿园上午９时自
邻村赵兰庄接幼儿上学， 到达
幼儿园后， 将其中一名两岁半
幼儿 （女 ） 遗忘在车上， 直至
下午１６时许打开车门才发现该名
幼儿， 随后幼儿被立即送往医
院抢救， 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查， 天宝幼儿园为未经
注册审批的非法幼儿园， 此前
桃园镇教委结合桃园镇政府和
派出所已多次对该幼儿园下发
停办通知书。

新华社电 “编队准备组成
３号队形 ” “我已就位 ” ……
参加 “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
民解放军进驻香港２０周年庆祝
活动” 的辽宁舰编队顺利完成任
务后， １３日刚抵达某海域， 就组
织复杂海空情背景下的编队指挥
所训练， 持续深入探索检验航
母编队远航实战化训练模式。

此次跨区机动训练正值盛
夏， 气候多变， 训练海域南北
跨度大。 为使编队官兵接受锻
炼、 积累经验， 编队指挥所充
分利用自然条件， 拓宽训练思
路， 带着问题、 带着课题组织
训练， 在瞬息多变的气候条件
基础上设置复杂多样的作战背
景， 以情节驱动指挥训练， 强
化训练导调， 加强实兵指挥控
制训练和情况处置。

“组成防空反导队形！” 一
声令下， 正在航渡的编队各舰
快速调整航向， 向各自阵位机
动。 与此同步， 战斗部署等级
转进 、 侦察预警体系建立与保
持、 舰载机出动、 空中拦截等训
练环环相扣， 步步紧推 。 经过
训练， 编队有效检验了战法训
法， 提升了指挥所指挥能力。

河北晋州一幼儿
被遗忘车内死亡

海军航母编队
开展编队协同训练

———聚焦协会商会乱收费现象

交通建设，铺下的是路，通达
的是富。五年来，我国交通脱贫攻
坚取得了积极成效， 越织越密的
公路毛细血管， 让城乡之间沟通
更顺畅，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一条路带动的苹果产业
“以前卖苹果，都是‘蹦蹦车’

运，容易受雨雪天气影响，还时常
发生交通事故， 每年产量的１０％
基本上都损耗在运输上了。”提起
以前的土路， 甘肃省静宁县余湾
乡韩店村村民赵安宁颇有感触。

甘肃省静宁县地处六盘山西
麓，山旱地占总耕地的９２％，过去
的交通落后， 导致当地苹果外运
的物流成本高。 ２０１４年， 静宁县
被交通运输部确定为六盘山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交通扶贫攻坚示范
试点县， 在苹果产区建成６１０公里
的通畅公路， 同时围绕公路路网
框架， 形成了以李店河流域２５万
亩苹果出口创汇基地、 葫芦河流域
１５万亩高效农业示范区和３１２国
道沿线苹果产业带为主的 “三大基
地”，改变了“苹果之乡”的面貌。

“自从果园前面的公路修通后，
客商可以直接开车进来收购。”赵
安宁说， 他承包了８亩苹果园，除
去化肥等成本 ， 每年能挣１５万
元。腰里的钱包鼓了 ，赵 安 宁 去
年还在公路旁盖了新房子。

一条路， 就可带动一片产业
的发展。“山货进城， 城货下乡”，
坐在家里网购快递、销售特产，为
农村群众提供了创业的舞台。

盘山路串起乡村旅游经济圈
正值旅游旺季， 江西省井冈

山市茅坪乡神山村游人如织。未
到午饭时间，很多村民家的“农家
宴”已经客满，有远道而来的游客
主动在院子外面加桌。 几位开农
家乐的村民告诉记者， 游客多的
时候，每家一天要接待１００多人。

去年， 井冈山市交通部门启
动旅游公路升级改造，全面构建大
井冈山乡村一体化旅游经济圈。随
着盘山公路互联贯通 ， 神山村
将与井冈山其他热门景点串珠
成链，形成两小时交通经济圈。

“原来狭窄泥泞的盘山公路

变成了干净整洁的水泥路， 吸引
了大量外省的游客。”神山村村支
书黄承忠说， 全村有４７％的村民
办起了农家乐旅游。一年下来，全
村可接待观光游客近１０万人次。

“民生公交”拉近城乡距离
“票价便宜了， 进城方便了，

等车也不着急了， 我们更像城里
人了。”在浙江省首个“村村通”工
程试点磐安县， 村民对出行条件
的改善津津乐道， 以前村民们去
城里， 要步行到４公里外的车站，
现在家门口就能坐上车。

磐安针对常住人口少、 客流
分散的山村推出班车预约服务，
村民们打开手机ＡＰＰ，输入行程，
查看班车线路，选定心仪班车，买
票……简单的操作后，不一会儿，
手机“呼叫”的班车准时到达。

通村路修好了， 公交开进村
了。几年来，农村客运的面貌发生
了巨大变化。无论是从村到镇、从
镇到县、市，乡镇和城市间的距离
正在不断拉近。今年，交通运输部
提出新增通客车建制村４０００个，

２０２０年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
部通客车。

在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的推
进中， 河北省处于全国前列。 河
北省积极引导城乡客运一体化，
统一车型、 统一服务标准、 统一
票价， 让农村群众享受和城市居
民一样的出行方式。 ２０１６年， 河
北县城２０公里范围内农村班线公
交化运行率达到４３％， 全省３８％
的乡镇基本完成农村客运班线公
交化改造。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 到２０１６
年底，我国公路总里程达到４６９．６
万公里， 公路网总规模位居世界
前列， 高速公路里程更是位居世
界第一。“十三五” 交通扶贫规划
提出， 力争２０２０年贫困地区总体
实现“进得来、出得去、行得通、走
得畅”。

据新华社

近期，国务院召开“全国深化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电视电话会议”提出，现在有些行
业协会商会依托部门职责和垄断
地位， 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入会
缴费，有的收费畸高。对行业协会
商会、 各类中介机构收费项目要
全面清理整顿，不合理的要取消，
保留的要降低收费标准。

“新华视点”记者近期采访发
现， 行业协会商会多与相关行政
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凭着官
方背景强制企业入会， 并设立五
花八门的名目向企业违规收费。
有矿产企业“被迫”加入６家行业
协会，没有享受到什么服务，但每
年会费支出达２０多万元。

协会会费入列企业经营成本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郁建兴在调研中发现， 不少企业
抱怨被强制要求加入多个行业协
会， 却并未获得服务， 但必须交
纳会费。 还有行业协会违规向企
业收取会议费、 赞助费、 考试培
训费、 自律保证金等。

记者近期在基层采访时看
到， 一位矿产企业负责人展示的
企业经营成本中， 有一项是 “上交
相关协会会费”。 相关明细单显示：
从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 这家企业在
协会会费支出成本达２６．５万元。

这家企业每年需要缴纳会费
的共有６个协会， 包括中国化学
矿业协会、 中国矿业联合会以及
４家当地省、 市安全生产、 应急
救援、 民爆协会。 每年缴纳会费
最高的为３万元， 最少的３５００元，
总额达８．８万元。

“每笔会费虽然数额不多 ，
但都基本上是只收钱没服务 。”

企业负责人说， 这些协会虽然都
号称是自愿加入， 但背后都有政
府部门的身影 。 如果不缴纳会
费， 企业安全生产资质或商品出
口配额就会受阻， 因此， 会费成
为企业的硬性开支。

协会收费五花八门
记者采访发现， 行业协会商

会对企业的乱收费五花八门：
———垄断性的市场 “入门 ”

费。 海南省三亚市多家酒店和旅
行社反映， 当地旅游协会每年都
要向酒店和旅行社收取上万元不
等的会费。 由于直接影响酒店、
旅行社评级或评星的业务， 都是
由旅游协会具体牵头， 企业若不
愿意缴费入会， 就意味着没法参
与评级等业务。

那位被强制收费的矿产企业
负责人表示， 企业要想申报矿石
出口配额 ， 就必须加入相关协
会。 因为有关部门将审核各地符
合条件企业的工作职能， 委托给
该协会。 如果不是协会会员， 就
无法通过审核参与矿石出口配额
申报。 “缴费入会就等同于进入
这个市场的 ‘敲门砖’”。

———在评审、 评比环节中乱
收费。 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５年度中央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
作报告显示，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
心、 中国建筑业协会等１７家所属单
位在受部门委托开展评审 、 评
比、 达标等活动时， 从参评单位
取得咨询等服务收入５．７８亿元。

一些企业向记者介绍， 在政
府招投标、资质许可等方面，评审
评比多由行业协会直接负责，因
此很多协会通过咨询服务等方式
向企业收费。 企业为了顺利通过

评审，往往选择“花钱买平安”。
———随意自设项目乱收费 。

信息服务费、 考试注册费、 管道
维护费， 不少协会在缺乏依据 、
未经批准情况下， 自行设立项目
向企业收费现象屡屡被曝光。

辽宁省物价局今年初通报 ，
朝阳市供热协会违规向房地产开
发企业收取 “新建项目热源入网
管道维护费 ” 并计提 “专用资
金”， 违规收费达５５０１万元。

专家建议推进 “一行多
会” 改革， 明确收费清单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４月出台
《关于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 其中明确要求，行
业协会商会一律不得利用主管部
门有关规定强制企业入会， 不得
利用行业影响力以评比表彰、评
审达标等方式违规收费； 通过门
户网站集中公示行业协会商会会
费和其他收费的项目和标准，增
加政策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一些业内专家介绍， 不少协
会垄断重要的行业资源， 同时接
受政府委托履行行政职能， 成为
事实上的 “二政府”， 造成各类

乱收费屡禁不绝。
郁建兴表示， 过去行业协会

商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管
理机关的 “双重管理”， 共同监
管。 今后， 随着 “政会脱钩改革”
的推进， 行业协会今后可直接登记
后， 其监管职责几乎都集中在登
记管理机关， 监管资源不足的问
题将更加突出。

业内专家建议， 根治行业协
会乱收费行为， 应从破除行业垄
断、 明确收费清单等层面入手。
应在各地结合行业特点放宽设立
标准， 打破行业协会现行设立标
准的限制 ， 稳妥推广 “一行多
会”， 增强行业协会机构的市场
竞争， 打破行业垄断。

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院长王
毅武建议， 针对政府委托授予相
应管理职能的行业协会容易成为
乱收费 “重灾区” 的特点， 应完
善政府购买机制， 明确涉企收费
清单， 向社会公开缴费依据、 标
准； 加强审计、 核查力度， 逐步
推进作为非营利性组织的行业协
会财务情况的公开透明度， 增强
协会商会公信力。

据新华社

———交通扶贫拉动百姓致富增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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