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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雁过拔毛，开票赚钱
——国务院大督查聚焦二手车交易乱象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
任职管理办法》等规定，为进一步减少用人失察失误，把干部选好选
准，现将祝文丽等同志拟任职情况公示如下：

祝文丽，女，汉族，1972年6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市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拟任正县级
领导职务。

韩涛，女，汉族，1967年12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市教
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正县级领导职务。

陈蓉，女，彝族，1969年10月生，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正县级领导职务。

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人选有跑官要官、拉票
贿选等违反纪律的行为，请于5个工作日内（2021年9月24日至9
月29日）以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反映，
也可以通过市委组织部专用短信举报平台或“12380”举报网站进行
举报。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
名，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调查核实。举报电话：0833－12380，短信
接收号码：13881347314，举报网站：http://12380.63ym.cn。

中共乐山市委组织部
2021年9月23日

干部任前公示
乐市组干公示〔2021〕122号

经本公司2021年9月 22日股东会表决通过，现将乐山无线电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红方案公告如下：

一、每股分红利1.00元（含税）。
二、股权登记日：2021年10月13日。
三、股权除息日：2021年10月14日。
四、股权分红日：2021年 10月15日。
五、分红地点：乐山市产权交易中心（嘉州大道258号3楼）
六、分红咨询电话：0833-2150381
七、联系人：袁先生

乐山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4日

乐山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红公告

广告

经夹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事会研究决定召
开夹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21年度社员代表大
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10:30,会期半天。
（二）会议出席对象
1.本社全体社员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可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2.本社理事、监事、理事会办公室主任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
3.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三）会议地点
夹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楼会议室（夹江县复

兴路42号）
二、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2021年9月28日至2021年10月

13日，每周一至周五（法定工作日）上午9：00-12：

00；下午14：00-17：00。
（二）登记地点：夹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楼综

合部办公室（夹江县漹城镇复兴路42号）
（三）登记方式：拟出席会议者在登记时间内到指

定登记地点或以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登记。
（四）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及股权凭证复印

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
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及股权凭证复印件。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提交法人
单位营业执照、本人身份证及法人单位股权凭证复印
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
原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代理人身份证及法人单位
股权凭证复印件。

上述材料需要股东本人签字或加盖单位公章。
凡未按时到会或未委托他人按时参会的股东，作自动
弃权处理。

三、会议主要内容

（一）审议《夹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20年度
理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夹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20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夹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20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及2021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四）《夹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20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草案）》；

（五）审议《关于增补夹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第
三届理事候选人的提案》。

四、其他事项
（一）联系人：赵燕
（二）联系电话：0833-5662206
（三）联系传真：0833-5662206
（四）邮编：614100

夹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1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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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召开2021年度社员代表大会的公告

乱象一
搭车收取“服务费”乱象多

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
上，许多线索集中反映二手车交易
市场借助行政权力乱收费、形成垄
断等问题。根据线索，记者日前跟随
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在山东等地展
开核查。

“办理二手车过户，一共 360
元，费用包括税票、牌照费、服务
费，发票必须在我这开。”督查组在

济南市一个二手车交易市场咨询
过户手续时，办事人员如是说。

督查组在工作中发现，交易市
场收费存在多种乱象。

——收费标准无“标准”。
以小型车过户为例，在青岛市

机动车辆交易市场内的一块收费公
示牌上，标注着二手车交易服务属
经营服务性收费，执行市场调节价，
根据车值收取200元至960元不等
的交易服务费。工作人员表示，价格
其实还可以再商量。

而在济南市济西二手车机动车
登记服务站等地，交易服务费大多
为150元。

——“服务费”里无服务，组成
五花八门。

一些办事群众反映，花费 200
元和 960 元得到的服务并没有差
别，不同车值的车辆勘验流程均一
样。部分交易市场甚至还把“拆牌
费”列到了交易服务费之中，即便是
自行拆除旧车牌，“拆牌费”也照收
不误。

《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管理规定
（试行）》明确，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办
理机动车登记业务，可以代收机动
车牌证工本费等行政事业性规费。
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不得以机动车登
记服务、代办等为由，强制收取经营
服务性费用或者要求购买产品；不
得以提供贵宾服务、加快办理等为
由，变相收取经营服务性费用。

根据山东省有关部门的价格审
批，只有反光号牌、机动车临时号
牌、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机动车登
记证书工本费有收费依据，这些项
目总计140元。

乱象二
便民初衷被歪唱成“特许经营”

目前除二手车交易市场外，一
些互联网二手车销售企业也可开具
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督查组调查
了解到，办理过户时，一些服务站往
往拒认这些发票，仍要求在交易市
场代开发票，收取开票费后才准予
办理过户手续。有的服务站即便认

可二手车经销企业开具的发票，仍
要求企业向交易市场缴纳“服务费”
等才能办理过户手续。

“你们提供的发票我们不能鉴
别真伪。”在青岛市燕儿岛路一处机
动车交易市场，工作人员明确表明
不接受凭其他机构开具的发票办理
过户手续。

督查组暗访发现，四川省成都
市目前有28家二手车交易服务机
构，2018年他们成立了“成都市服
务专委会”，将当地交易服务机构交
易服务价格统一划定为280元，形
成价格垄断。

督查组暗访多地二手车交易市
场发现，在哪家办理转移登记，就需
要在哪家办理税票，已经成为二手
车交易市场垄断的手段，即便在其
他交易机构开具税票，也需要重新
开具或缴纳费用。本为便民的初衷，
却被歪唱成“特许经营”。

乱象三
限迁政策“玻璃墙”仍存

2016年以来，国家三令五申不
得设置二手车迁入门槛，国务院办
公厅相继出台《关于促进二手车便
利交易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
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关于服
务“六稳”“六保”进一步做好“放管
服”改革有关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提
出，除国家鼓励淘汰和要求淘汰的
相关车辆，以及国家明确的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区域（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有特殊要求的情况外，不得
制定实施限制二手车迁入政策。

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在四川、
山东、海南等省份核查发现，一些地
方仍我行我素，以环保等名义违规
设置二手车迁入条件，阻断二手车
跨区域流通。

2018年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赴
山东督查组就曾明确指出济南市存
在限制二手车迁入问题，随后济南
市取消了有关政策。但2019年5月
以来，济南市再次发布《关于济南市
实施轻型汽车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
排放标准的通告》等限制性措施。

2021年成都市颁布《成都市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限制了国六以下
的车辆通过二手车交易市场进入成
都市的可能。督查组拨通当地政务
热线了解有关情况，工作人员以地
方法规位阶高于国务院通知为由，
表示有关规定无不妥之处。

2018年底海南省发布关于轻型
汽车执行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
标准的通告。督查组从海南省交警
总队、海口市车管所、海口旧机动车
交易市场了解到，这一地方政策违
反国务院关于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
的相关要求，目前却仍在执行。

清理乱收费
净化二手车交易市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
国内汽车保有量已达2.4393亿辆。
随着居民汽车消费方式的变化，首
购车用户的比例在逐年降低，而增
购和换购的比例在逐年增加，其中
换购的占比在2019年已达40%。

随着限迁、税收和二手车登记
等问题陆续解决，政策带来的红利
将逐渐释放，二手车市场即将进入
生态重构阶段。根据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预测，2021年国内二手车交易
量有望达到1610万辆。

一些汽车行业人士表示，一个
正规有序繁荣的二手车市场，可不
断满足中低收入居民的用车需求，
进而拉动新车市场，促进我国汽车
消费良性循环发展，但我国目前的
二手车流通体系仍然相对落后。

督查组建议，进一步规范我国
二手车交易市场，取消以限迁为代
表的地区封锁，及早采取专项行动，
清理和整治二手车市场的“搭车收
费”“垄断收费”等乱象，净化二手车
交易市场，促进二手车市场良性发
展。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近年来，为加快二

手车流通，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促进二手

车便利交易的若干意

见》，取消地方性二手

车 迁 入 限 制 性 政 策 。

有关方面出台多项政

策，允许二手车交易市

场代为行使了税务局

的开票、车管所的过户

等行政权力。

然而，国务院第八

次大督查对国务院“互

联网+督查”平台反映

的线索进行核实后却

发现，有的交易市场凭

借这些行政权力，向办

理相关业务的个人、商

户捆绑名目繁多的“增

值服务费”，形成垄断。

新华社北京9月 23日电（记者
樊曦）近年来，我国以铁路为主干、以
公路为基础、水运和民航比较优势充
分发挥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日益
完善。其中，高速铁路对百万以上人
口城市的覆盖率超过了95%。

高铁是交通运输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
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
营以来，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铁发
展进入快车道，年均投产达3500公
里，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
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的统计显示，到2020年底，我国高
铁营业里程达到3.79万公里，占世界
高铁总里程的 69%。其中，时速
300—350公里的高铁营业里程1.37
万公里，占比为36%；时速200—250
公里的高铁营业里程2.42万公里，占
比为64%。

目前，我国“四纵四横”高铁网已
经形成，“八纵八横”高铁网正加密成
型。在京沪、京津、京张、成渝等高铁
线路上，复兴号以时速 350 公里运
营。我国是世界上唯一实现高铁时
速350公里商业运营的国家，树起了
世界高铁商业化运营标杆，以最直观
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速度”。

我国高铁对百万以上人口城市
的覆盖率超过95%

新华社北京9月 23日电（记者
戴小河）23 日，西气东输三线中段
（中卫—吉安）工程在宁夏中卫正式
开工建设，工程全长2090公里，起自
宁夏中卫，途经宁夏、甘肃、陕西、河
南、湖北、湖南、江西7省(区)，终点为
江西吉安。

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工程由国家
管网集团负责建设。“管道设计压力
10兆帕，可在现有基础上，提高西气
东输管道系统年输气量约250亿立
方米，与用煤相比，每年可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量7089万吨。”国家管网集
团有关负责人表示，这对保障沿线地
区清洁能源供应，促进当地能源结构
调整，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

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工程途经黄
土高原、秦岭、江南丘陵等复杂山区
及灾害性地质地貌段，设计实施山岭
隧道75处，穿越大中型河流35处，
施工环境复杂，难度系数较大。

国家管网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管道建成投产后，将联通已建成的西

气东输三线西段（霍尔果斯—中卫）、
东段（吉安—福州），实现西部资源和
东部天然气市场有效连接，进一步完
善我国中东部地区天然气管网布局，
与现有区域输气管网、全国主干天然
气管网互联互通，畅通国内外资源供
应渠道，提高天然气调配灵活性，为
沿线地区的能源供应、经济发展和环
境改善提供重要保障，助力“十四五”
期间构建天然气管道“五纵五横”新
格局。

“西气东输三线工程是继西气东
输一线、二线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的又一项关系国计民生，具有重大
政治、经济、社会和环保意义的国家
级重点工程，气源地为中亚国家和我
国西部地区，能够联通国家骨干天然
气管网，推动天然气市场辐射至长三
角、珠三角、环渤海和川渝地区，受益
民众数以亿计。”他说，该项目按照西
段、中段和东段三部分分期建设，其
中西段（霍尔果斯—中卫）于2014年
8月25日建成投产，东段（吉安—福
州）于2016年12月12日竣工通气。

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工程开工

9月23日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以“庆丰收、感党恩”为
主题，主场活动安排在浙江嘉兴、湖南
长沙、四川德阳三地举行。湖南长沙的
丰收节主场活动包括农民文化艺术展
演、非遗体验、集市展示、水稻收割赛等
活动。

上图为当日在长沙县路口镇隆平
稻作公园，学生在体验操作手动脱谷
机。

左图为当日在长沙县果园镇田汉
文化园，艺人在非遗项目展示区表演滚
灯车。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