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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释放市场活力

国务院再取消39项行政许可事项
简办红白事抓得“准”
□本报记者 童浩麟

“喜宴办下来花费了不到 4000
元，省下不少钱，这要感谢乡里推行
的红白事简办规定。”1月20日，刚刚
度完蜜月的兰考县小宋乡小宋村村
民马二虎高兴地告诉记者。

2016年 12月 14日，马二虎的结
婚宴席设20桌，每桌八个菜两个汤，
喜酒每瓶不到30元。

“以前，办个红白事往少了说，一
桌宴席也得12个凉菜、18个热菜、4
盆汤，盘子摞三层，浪费惊人。”马二虎
说，办一次事至少得花上两三万元。

变化来自全乡的红白事简办改
革。2016 年 5 月，全乡下发红头文
件，禁止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文件管
得非常具体，比如喜事每桌不得超过
8个菜；白事待客就两个大锅菜；红白
事，烟每盒不超过15元，酒每瓶不超
过30元；禁止放烟火和低俗表演。

据小宋乡负责人介绍，婚丧嫁娶
禁止大操大办之后，7个月时间，村民
节约支出至少1200万元。村民们笑
着说，干部抓扶贫够精准，把我们的

“面子钱”也“精准”进去了！
小宋乡红白喜事改革得到了县

委、县政府的认可，认为这种做法抓
得实、效果好，可以在全县范围内推
广。2016年 12月 31日，兰考县委、
县政府联合下发了《兰考县关于红白
喜事大操大办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
案》，提出要坚决纠正红白事大操大
办、讲排场、比阔气、挥霍浪费和借机
敛财的不良风气，切实减轻广大干群
负担，形成全社会崇尚文明、秉持节
俭的良好风尚。

“媳妇娶进门，爹娘脱层皮”“生
前多尽孝，厚养薄葬好”“反对因婚致
贫，倡导文明新风”等16条上口易记
的移风易俗宣传标语也被写进了实
施方案。③7

据新华社南京1月21日电 记者
21日从东南大学获悉，为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该校教师的科研成果将
无偿授权许可学生使用三年用于创
业。

由 18条新举措组成的《东南大
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提
出，在技术发明人许可的情况下，允
许三年内以无偿许可知识产权的方
式，向学生授权使用科技成果，引导
学生参与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和开展
创新创业实践。

该方案提出，教学科研人员在履
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
下，可申请到企业兼职从事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也可与学校签订不超过三
年的离岗创业协议。

“新方案还积极鼓励以增加知识
价值为导向的收益分配政策，学校从
科技转让或许可所取得的净收益中提
取70%的比例用于奖励技术团队和发
明人，在现有政策上提高10%，进一步
激励技术团队进行成果转移转化。”东
南大学资产经营管理处处长江汉说。

据新华社首尔1月21日电 联合
国前秘书长潘基文的助手21日发表
声明说，潘基文就其弟弟在美国涉及
一桩行贿案表示道歉。

声明表示，潘基文方面对本案相
关情况毫不知情，但为此案给韩国民
众带来烦扰而道歉。声明说，如果按
媒体所述，韩美两国就本案进行了磋
商，我方希望相关程序能够“严格、透
明地”展开，以回应民众关切且不留
任何疑点。

韩联社报道，美国方面指称潘基
文的弟弟潘基祥涉嫌行贿，要求韩方
逮捕此人。报道说，韩国司法部正与
美方就此“交换意见”，但尚未开始正
式磋商。据报道，美国纽约曼哈顿联
邦法院10日公布一起诉讼案，潘基祥
和他的儿子潘周贤被控为把越南的一
栋大楼高价出售给中东买家，企图通
过一名美国人做中间人，向卡塔尔一
名官员行贿50万美元。但两人最终
受到这名美国人欺骗，行贿未遂。

东南大学学生创业可无偿
使用教师科研成果三年

潘基文就其弟涉行贿案道歉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第三批取
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
决定》，明确在前两批取消230项审批
事项的基础上，再取消39项中央指定
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

专家表示，国家取消和下放行政
审批事项，就是要对现行行政审批中
那些直接影响企业创业活力的事项，
实行定向清理。

本次取消事项，从内容看多数涉
及企业生产经营、个人就业创业，取消
这些事项有利于为企业和群众松绑减
负，释放市场活力。从实施面看，量大
面广，与老百姓直接相关，取消这些事
项有利于地方简政放权，方便老百姓
办事。

国家工商总局新闻发言人于法昌

说，“放、管、服”中第一步是放，第二步
是管，第三步是服。“服”一是服务的
服，为企业提供便利化的服务，二是扶
持的扶。当前小微企业发展过程中，
还存在一些实际困难，所以工商等有
关部门要为小微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的
生存空间。

去年，随着我国工商登记制度改
革不断深化，持续形成一些改革热点，
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准入的制度性成
本，促进了营商环境不断改善。改革
的宏观效应持续释放，激发了百姓投
资创业热情，促进了市场主体快速增
长。

随着“先照后证”等一系列商事制
度改革的不断推进，放宽市场准入后，
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关系着企业

面临怎样的生存竞争环境，关系着市
场能否健康有序发展。

此次在公布取消事项的同时，公
布了取消审批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
具体措施，这充分说明简政放权不是
简单取消审批，不是政府不管了，而是
转变管理方式，采取更为管用的事中
事后监管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
政府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但在权力下
放的同时，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也要
承担起来，要避免出现权力真空、无人
监管的现象。

专家表示，当前市场准入仍存在
四类主要问题。一是在工商登记的具
体操作环节，部门间信息化和工作流
程不衔接。二是大量技术性服务被

“下放”到中介机构后，仍与政府部门
存在关联，重复审批、垄断市场、收费
名目繁多等问题较为严重。三是个体
网店的工商登记管理要加强规范管
理。四是“先照后证”改革后，事中事
后监管还不到位，特别是“谁审批、谁
监管，谁主管、谁监管”还没有完全落
实。

于法昌介绍，去年，与放宽市场
准入相适应，国家工商总局积极构建
以企业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大行政执法力
度，着力解决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突
出问题，促进市场竞争环境不断优
化，为企业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创造
了条件。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1日电 特朗
普20日在华盛顿正式宣誓就任美国总
统并发表就职演说。各国专家、学者
和民众对特朗普的就职演说褒贬不
一，对特朗普政府未来的施政方针，担
忧和质疑多于期待。

美国政治分析专家约翰·阿弗隆
表示，历任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主旨
是通过描绘一个共同愿景，弥合大选
造成的分裂，把国家团结在一起，但特
朗普的演讲内容重点并不在于团结国
家，而是激发自己原有支持者的热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教授罗里·麦德卡夫在《澳大利亚金融
评论》报发表文章说，很明显，特朗普
就任美国总统将增加全球的不确定
性。在国际事务和安全政策方面，特
朗普没有任何经验。

日本《朝日新闻》21日在头版刊登
题为《“交易外交”打乱国际秩序》的文
章，称如果特朗普以“美国第一”的名
义采取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当今世
界秩序将被打乱，甚至崩溃。特朗普
准备将“商界交易”带入外交，令人担
忧。

日本《读卖新闻》21日在头版刊登

题为《世界稳定才符合美国利益》的文
章，称特朗普就任令世界普遍陷入不
安。高呼“美国第一”的特朗普为了美
国国家利益，轻视同盟关系和既有国

际规则，在外交、经济等各领域提出强
权色彩浓厚的主张。

里约热内卢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
教授毛里西奥·桑托罗说，特朗普缺乏

对处理与拉美地区整体关系的思路，
这无疑会疏远美拉之间的关系。特朗
普上任以后可能会将精力更多集中在
内政方面。他认为，特朗普对国际经
济关系的看法还停留在十八或十九世
纪，用牺牲周边国家利益的方式来使
本国获益，这样的做法忽略了几个世
纪以来的历史经验以及美国自身的发
展路径。

俄罗斯全球化和社会运动研究所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科尔塔绍夫说，由
于特朗普的言论经常出人意料，对待
俄罗斯的态度也变幻无常，不应指望
近期他对俄罗斯的政策有显著改变。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变
化！》，称美国新总统上台带来彻头彻
尾的新变化，风险很高，但如果特朗普
愿意多听建议并按自己的本能行事，
有可能回报也高。

特朗普就职当天，美国福特公司
驻墨西哥办事处前近百人举行集会，
抗议特朗普提出的针对墨西哥的贸易
和移民政策。抗议组织者告诉记者：

“特朗普宣称要‘雇佣美国人’和‘购买
美国货’，这样的做法不仅损害他国利
益，更不利于美国的发展。”

特朗普执政 国际社会担忧多于期待

倡导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

▲ 1月 21日，在济南市赤霞花卉市场，市民在挑选年
宵花卉。随着春节日益临近，杜鹃、蝴蝶兰等年宵花卉走
俏，成为不少市民购买的首选。均为新华社发

新春到 花卉俏

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特朗普（前左）与奥巴马在美国第45
任总统就职典礼上握手。 新华社发

▲1月 21日，嘉宾在现场给舞狮点睛。当日，“金鸡
送吉”海上年俗风情展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拉开帷幕，在
活动现场，书法家撰写春联，木偶剧团带来木偶戏，民间手
工艺人带来剪纸和面塑，让市民品味年俗中的文化。

赏舞狮 品民俗

本报讯（记者 栾姗）守信一路畅
通、失信寸步难行。1月19日，记者从
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我省《“十三五”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已出台，
对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行总体规
划、统筹设计并稳步推进，使“诚实守
信”成为全民的自觉行为规范。

“十三五”期间，我省将继续围绕
信用信息的记录、整合和应用，构建
以省级信用信息平台为主体，政务诚
信为先导，信用法规制度为保障，诚
信文化宣传教育为支撑的社会信用
体系基本框架与运行机制，全力推进
政务诚信建设，突出抓好商务诚信建
设，积极开展司法公信建设，联合推
动社会诚信建设。

据了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分两
个阶段：2016~2017年为全面推进阶
段，2018~2020年为完善提升阶段。
全面推进阶段的目标为：地方性信用
法规规章和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常
态化、规范化的信用信息归集机制基
本形成；包括“一网三库一平台”(一网
指“信用河南”网站，三库指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各类社会组织的信用信
息数据库，一平台指全省统一的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的公共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初步建成并有效运行。到2020
年，全社会诚信意识普遍增强，社会
信用环境明显改善，建成与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
系。③5

我省出台“十三五”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规划

1月 21日，在“捕鱼节”鱼王拍卖活动现场，一名小朋友看着比自己个头
大很多的鱼王。当日，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白甸镇举办第六届“鱼跃里下河”
冬季捕鱼节，舞龙表演、鱼鹰捕鱼、鱼王拍卖、水上拔河等活动吸引了近千名游
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