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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招投标就上线 号称免费实则收费

“互联网+督查”
平台收到线索，
国务院督查组核查济宁培训平台违规收费问题
■新华社

□链接

9月6日、
7日，
国务院第六次
大督查第八督查组针对
“互联网+
督查”
平台反映的
“山东济宁市梁
山县大货车司机接受手机客户端
培训违规收费”问题进行了明察
暗访。
督查组发现，
一款名为
“安途
帮”的培训 APP，在未经招投标、
始终未签署合作协议、也未经试
点评估的情况下，仅靠交通运输
部门一纸“幽灵文件”
“背书”，就
堂而皇之地干起了线上收费培
训。

太原部分地区
强制客车安装高价视频系统
■新华社

对于未安装智能视频系统的
客运车辆，
太原市迎泽区交通
根据群众在“互联网+督 运输局采用
“不安装年审就不
查”平台反映的问题线索，国 通过”的方式，在一年一次的
务院第六次大督查第二督查 客运车辆年审中不予发放客
组近日赴太原市交通运输局、 运车辆权属证。截至 9 月 4
太原市迎泽区交通运输局及 日，
迎泽区交通运输局共计扣
部分旅游运输企业进行了明 留了 4 家客运及旅游公司 23
查暗访。
张权属证，导致该 23 辆客运
2018 年 8 月 22 日，交通 车辆无法运营。
运输部印发通知推广智能视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公布
频监控报警技术。2018 年 10 的视频系统服务商仅第一批
月 22 日，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就有 20 家，但太原市迎泽区
印发工作方案，提出在 2020 交通运输局监管的 8 家客运
年底前实现全省“两客一危” 及旅游公司中，
6 家中小客运
重点营运车辆安装智能视频 及旅游公司相关车辆均安装
监控报警系统全覆盖。
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
据了解，安装的视频系 的“寰游天下”系统平台。一
统包括四个车内摄像头及一 些企业反映，
“寰游天下”
系统
个主机，安装费用在 5400 元 平台比其他平台价格高 400
至 5800 元之间，
此外，
每年需 元左右，
但相关工作人员明示
“不安装中寰系统就不
缴纳 1200 元/年的流量费和 或暗示
720 元/年的服务费。第一年 给发放客车线路许可证”
。
接近 8000 元的总费用，再加
督查组认为，太原市交
上后期视频系统的维修、
更新 通运输局的行为，
违反了交通
换代等费用，
对于客运企业和 运输部关于客运车辆年审审
车主来说价格较高，
不少车主 验范围的有关规定，
将客运车
拒绝安装。
辆年度审验与安装智能视频
督查组督查发现，太原 系统挂钩，
擅自增加了行政审
增加了企业不合
市迎泽区交通运输局将视频 批前置条件，
系统安装与客运车辆年审挂 理负担。
钩，擅自增加审批前置条件。

随意加盖公章
“幽灵文件”
要求全员培训
济宁市梁山县专用货车保有
量 5 万余辆，
约有 1.2 万名货车司
机。梁山县某运输公司的一名张
姓货车司机举报称，在参加当地 月，
济宁市、
梁山县交通运输局有
交通运输局组织的手机APP线上 关负责人在梁山召开了“梁山县
安全培训时，都要先交费才能学 交通运输企业从业人员教育培训
习，
每月要交费24元。
机构评审会”
，
选定了神通公司负
督查组核查发现，济宁市交 责搭建线上培训系统。
通运输局今年 1 月 14 日下发通
但是，据梁山县交通运输局
知，提出由重庆替比网络科技有 经办人员介绍，
2018 年 4 月，
梁山
限公司免费替济宁市交通部门搭 县交通运输局在赴临沂考察后
建“济宁市交通运输安全培训管 “偶然”
发现一款名为
“安途帮”
的
理服务平台”
，
并要求不能参加线 线上培训 APP，随后授意其开发
下培训的货车司机，要选择远程 商向济宁市交通运输局申请在济
网络安全教育培训系统即“安途 宁开展业务，
并获得市局认可。
帮”
APP，
进行线上培训。
几个月后，济宁市交通运输
督查组在 7 日座谈时了解 局在未经严格招投标、
始终未签署
到，
通知虽然加盖了
“济宁市交通 任何合作协议或合同、
也没有横向
运输局”
公章，
但该局局长和分管 对比分析的情况下，
推翻之前评审
副局长均称不知此事，而具体负 会的结果，
下发通知选定
“安途帮”
责的科长称，通知是在未经局领 替换之前确定的培训平台，
承担起
导授权同意的情况下加盖公章发 免费搭建
“济宁市交通运输安全培
出的。更令人诧异的是，局长和 训管理服务平台”
的任务。
副局长称“之前不知道有这个通
督查组核实发现，管理服务
知，
6日才看到”
。
平台的确面向当地交通运输局免
督查组认为，
这份堪称
“幽灵 费登录，平台公司也确实在梁山
文件”
的通知，
直接暴露出当地交 县某技校组织了 151 人次的免费
通系统内部管理的混乱。
线下培训。然而，货车司机们使
用 APP 参加培训却不是免费的，
神秘APP
“只有确认线上支付成功，
才能在
替换招标确定平台
APP 中开始学习，完成时长。每
号称免费实则强制交费 月学习时长必须不低于 2 小时，
经督查组进一步了解，早在 每小时 12 元。”举报此事的张姓
下发通知一年多前，
即 2017 年 12 货车司机说，司机们天南海北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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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公寓

称心搬家 厚道经营

★红星老年公寓★13123166356

老牌兴业

13799338890

★仓山区福海老龄公寓 83513387★

高端养老·百龄安养院

接收：自理·护理·康复老年人

精装修·带电梯

83530766

家教辅导

福州晋安区静安老年公寓

在职教师全科，
经验丰富87818951

（双星公寓内）电话：
83663309

87777123 师大、
福大勤工俭学家教

防水堵漏
专业防水公司疑难补漏13696830705

老字牌防水各种疑难漏水13960700439

运输，几乎没时间回去参加线下
免费学习，
“这不就是变相要我们
必须线上付费学习吗？
”

责成当地立行立改
打通减税降费
“最后一公里”
经当地自查并反馈督查组，
截至 8 月 31 日，
“安途帮”已录入
企业256家，
参训人员7290人，
共
计收费314616元。
督查组指出，
济宁市、
梁山县
交通运输局的行为违背了中央下
大力气减税降费、创造良好营商
环境的决策部署，
制定政策、
出台
文件把关不严、
随意性强，
造成变
相强制收费，侵害了群众利益。
督查组责成当地立行立改，要以
务实措施坚决整改，打通减税降
费
“最后一公里”
。
当地相关部门明确表示，对
督查中发现的问题照单全收、深
入反省、坚决整改到位。对已缴
纳线上学习费用的，于 9 月 10 日
前全部退还本人；立即停止交通
运输从业人员线上教育培训，指
导运输企业终止与培训平台的网
络应用协议；尽快制定交通运输
企业从业人员培训办法，采取更
加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保证从
业人员培训质量。

分类便民信息

搬家服务

88788728

违规收费 新华社发

空调维修
海都空调 清洗维修

专业空调拆装加氨清洗维修
18060585850 有证

民生大于天，民心重如
山。国务院大督查给地方政
府敲响了思想、作风上的警
钟。
群众利益无小事，
群众反
映多的问题就是民生改革的
方向。广大领导干部要改进

空调拆装
海都空调 清洗维修
专业空调拆装维修加氨清洗

18850375056 有证

诚信收购邮票·纪念钞等 13400577737

18859161799

★星级★新鼓山老年公寓

疑难案件债务危机咨询 87579007

管道疏通
快捷疏通大小管道、
修水管87258653
低价疏通管道、修马桶 87369842
专业疏通管道马桶洗碗池18350033958

作风，整改不能一阵风，还需
回归源头治理，长效监管，把
功夫花在平时，眼睛向下看，
身子往下沉，耳朵竖起来，听
得见群众呼声，
看得见百姓难
处。凡是事关群众利益的事，
能办的马上办，
不能办的想办
法尽快办，
真正把民生工作做
实、
做细、
做好。

广告热线：
0591-87722300

舒芯沙发翻新
换皮、换布套、换海棉、订做各种艺术软包、硬包

便民服务

专业疑难补漏免费上门 15859082105 修马桶、
水电、
家电15060000589空调

■新华社

收购邮票

沙发翻新定制家居布套 13559945884

专业维修

整改不能一阵风

沙发翻新

地址：福州晋安区王庄晋连路 240 号

环境优美·带电梯·鼓山中学附近
接收：
自理、
护理老人
87601933

友情提醒：本栏目信息仅提供参
考，敬请读者采用前验明对方相
关资质材料，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若发生法律纠纷与本公司无关

□短评

二手市场
房产信息
店面、
房子出售电话18750124973

福峡路旁近火车南站
五层大楼2600m2 招租（价优）

招聘信息

适合：
各行业、
可作商铺
13706951898 王

福州九色鹿培训学校

国货西路南公大酒店壹层部
分店面招租，联系人：郑先生

诚聘：维修维护专员一名，薪资 4200
元以上+五险一金+福利，正常班，有
电工证者优先。联系 13850110001 凌

装饰装修

高收空调、
厨具一切旧货13860606786 福州一九八二设计装修15659996630
就匠装饰翻新改造升级 85335553

白蚁防治

白蚁专线87519020
白 蚁 灭 巢（保 5 年）88880776

征婚交友

中医培训

专业注销公司工商事务 88832123

找对象 到缘圆
○

美艺针灸推拿培训学校 87734106

房屋修缮

福州西湖公园正大门对面·闽发西湖广场2#801室

培训中医师卫生授权办证 87147138

福康房屋修缮中心修建装87935260

电话：
13559942700

工商咨询

缘润圆 R

www.yyloves.com

福建省情商研究会 主办

0591-87515527/18558827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