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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游园证

建议每人一证

进行信息公示 杜绝皮包公司
济南市工商局长贾杰：社会监督比罚款更有效

·热点

□记者 王倩

“市园林部门专门为
市民开办了游园证业务，但
对市民办证有个规定：如果
办双人或三人游园证，服务
单位只给办理者提供一个
证件。”市政协委员、济南市
种子管理站副站长高原建
议，是否能够把多人一证改
为每人一证。

办双人或三人游园证，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办证
人的游园便利。因此高原建
议，“根据办证的人数，改过
去的多人一证为每人一证，
切实把好事办好，给市民游
园创造更多便利。”

□记者 王倩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进

一步简政放权，取消有限公司注册登
记最低资本限制，但这仅仅是商事登
记制度改革中的其中一项。”济南市
两会上，济南市工商局长贾杰说，
2014年济南市将会全面落实公司注
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降低创业门槛
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济南市也将对
公司进行严管，“推动企业信息信用、
年鉴、年报、所有证书在同一平台上
进行公示，进行社会监督。”

创业“零门槛”新增

1 . 7万企业
去年10月国务院开始部署公司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12月底全国
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公司
注册资本登记有关规定将于2014年3
月1日开始实施。“从去年起济南市已
经在注册资金、住所登记以及经营范
围等方面，做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实
施前的知识、观念更新等前期准备，”
济南市政协委员、济南市工商局局长
贾杰说，比如企业可享注册资本两年
期“零首付”、全面推行网上登记，试
点外资企业全程电子化年检等。

这些改革前的“预热”，将开办公司
降低成本变成现实。贾杰说，由于创业
出现“零门槛”，“去年济南市新增1 .7万
户各类企业，此外还有新增的个体户和
农业合作社。企业的增幅首次高于个体
户增幅，市场主体突破30万。”

中小企业存活率低，

周期为3年
“济南市的市场主体，以小微企

业为主，个体户占到了64%，企业注册
资金比青岛等城市较低。”贾杰说，而

中小企业的存活率低，平均生存周期
只有3年，低于其他省会城市的平均
生存4 . 5年到5年的时间。所以济南市
进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创造公开平
等的准入环境，已经迫在眉睫。

“《政府工作报告》在2014年工作
安排中提到进一步简政放权，要‘取
消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最低资本限
制’，其实这只是改革中的一项。”比
如今年济南市将继续执行的“登记注
册不再具体记载经营期限”，“是我们
发现一些药店、加油站等连锁企业，
他们往往有好几个许可证，上面的经
营时间一到期，马上就要再重新变更
营业执照经营期限，有的连锁店专门
抽两三个人，每天跑经营手续。”贾杰
说，这些制度方面的改革，是企业在
生存中亟需的。

公开企业信息，创新

监管方式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4年将

取消公司注册登记最低资本限制，推行
“认缴登记”和“先照后证”，而在降低了
公司准入门槛，激发活力的同时，如何
去除大量“皮包公司”出现的担忧，贾杰
表示“宽进”之后必须“严管”。

“严管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信
息公示，一个是创新监管方式。”贾杰
说，“企业信息公示，是依托工商登记的
数据，再加上各行政职能部门的许可信
息，建立‘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平
台’，把济南市各个企业的登记、年鉴、
年报、资质、资格、证书进行公示。”

现在政府对企业的严管，很大程
度上在于罚款，但有些企业罚上10万
20万，也不认为损失严重，“但只要把
企业的信息公开，进行社会监督，市
民在选择消费时自然一目了然，比罚
款更有效。”

2014年济南市工商系统监管方
式，“依然不能靠基层工商人员普遍
巡查，而是继续使用抽查的方式。”贾
杰说，在2014年，济南市工商部门将
继续通过抽查平台，对企业进行抽查
执法。

监管的目的并非罚款，是通过政
府的抽查，提高企业的自律。

□记者 杨璐

“高校约有4亿册馆藏图书在睡
觉，造成了明显浪费，再加上寒假暑假
的闲置，浪费更是惊人。”济南市人大
代表、山东智邦改建加固工程有限公
司董事长胡正春向济南市十五届人大
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高校资源公共
化的建议》，呼吁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
有偿开放，实现资源共享。

胡正春查阅资料发现，我国公共

图书馆的人均占有量仅为0 . 27册，
即40多万人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
而大学图书馆藏书流通率平均低于
40%，个别甚至还不足20%，约有4亿
册馆藏图书在睡觉，造成了明显的
馆藏资源浪费。

“与其让图书沉睡在书架之中，不
如为广大读者利用。”胡正春表示，高
校图书馆可以向社会有偿开放，实现
资源共享，还可增加收入用于图书馆
发展。

□记者 高明兴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新建小区孩
子入学问题的争议和维权事件不时
发生，主要表现在某些新建小区售楼
时，开发商夸大或不实宣传，业主入
住后承诺却无法兑现。

济南市政协委员王卫中在调研
中了解到，一些开发商打着“明年有
可能划入重点学区”、“将来把重点学
校迁进来”等旗号，将房子挂上“学区
房”的标签，以招揽更多的购房者。位
于燕山立交桥东侧的某小区就因学
区承诺未兑现遭业主集体维权。伟东

新都开发商承诺社区将配套经五路
小学和实验初中，不少人冲着这两个
名校争相购房，可现在入住将近10
年,不仅学校没有配建，连开发商也
没了踪影。

王卫中认为，必须加大对开发商
虚假宣传的查处和打击力度。他建议，
法院在审理购房者诉开发商虚假宣传
纠纷时，应严格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查明开发商有欺诈行为的，及时判
决解除合同并由开发商双倍返还购房
款。教育行政部门应担负起必要社会
责任，设立专门窗口接待购房者学区
咨询，及时辟谣开发商的虚假宣传。

□记者 高明兴

很多济南家长都有这样的烦恼：
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充裕时间接送孩
子上下学，有些孩子放学后只能自行
回家，面临较大的安全隐患。济南市
政协委员马丽新调研发现，济南建立
小学校内托管班已成为众多小学生
家长的新需求，她建议小学校内托管
班应尽快试点并逐步推广开来。

马丽新建议，成立小学校内托管
班，小学生下午放学后由负责教师托

管，托管教师可以是学生熟悉的本校
教师，也可以聘请退休教师及志愿者，
让学生利用课后时间完成作业或进行
有益的课外活动，一定程度上解决家
长不能按时接送孩子的难题。

由于安全是校内托管的最大障
碍，马丽新建议参加托管的孩子投“双
保险”，包括校方责任险和学平险，校方
责任险由政府买单，学平险则可让学
生每年交80元。她建议政府财政给予
必要扶持，给予负责托管的教师一定
的劳务补贴。

□记者 高明兴

不久前，省煤监局机关幼儿园突
然宣告停办，行业幼儿园生存状况引
发政协委员关注。济南市政协委员、
济南市幼师高专高级讲师罗虹建议，
有些很好的行业园面临困境时，主办
单位、政府部门及教育部门要及时出
面商讨解决方法，如果任其自生自
灭，最终损害的还是市民利益。

罗虹惋惜地说，上世纪90年代，

济南行业园很兴盛，最多时能达到
2000家，而目前仅剩86家，而且行业
园想转制也面临一定难度。

罗虹建议，政府应加大对行业幼
儿园的支持力度，制定并出台具体政
策，建立行业园转制申请制。幼儿园
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其主管单位和教
育部门同时递交转制申请，主管单位
就其资产作出评估，有偿移交教育部
门，或在教育部门监督下向社会公开
征求接管单位。

□记者 高明兴

目前，济南市0-3岁婴幼儿早期
教育市场发展迅速，但由于没有严格
的行业准入标准，缺乏监管，整个市
场存在办学水平参差不齐、管理不规
范等问题。

济南市政协委员任贵珍、张心如
调研发现，当下早教市场虚假宣传现
象严重，不真实宣传是早教行业最大

的问题。收费不合理，每节课30-45
分钟，授课费每节课少则30元，多则
100余元，早教机构收费已经高于高
等教育。教育质量也无从评估。

任贵珍、张心如建议，教育、卫
生、工商、物价等部门出台具体措施，
加强早教机构的监督监管。对其行业
准入标准、卫生保健、执业资格、收费
管理等方面进行确认检查，对不合格
的机构责令整改或取缔。

提案点击

□记者 王倩

“据统计，目前济南市
大约有三成的新手开车上
路，由于新手上路后对车
况和道路不熟悉，车速过
慢，经常发生轻微交通事
故，从而导致了许多路段
的拥堵。”市政协委员、山
东银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伟建议，开车上
路不能光限制超速，车速
过慢也要受到处罚。

王伟说，“我建议有关
部门对于新手应该有一定
时间的培训和限制，新手拿
到驾照后不能立即上路，应
该规定实习和陪练时间，达
到期限后才可以上路。”

机动车超慢

也应处罚

□记者 李明

“济南能否设立音乐方
面的专业奖项？”在济南市
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市
政协委员黄明、王友进、李
书生、李钧、胥正君、罗红、
孙建军等7名委员联名建议
设立“泉城音乐奖”。

他们建议，每年年初，
音乐家协会负责在全市范
围内遴选相关音乐课题
3—5个，经过论证后上报
市委宣传部，申请资金予
以支持。年终，可作为该年
度“泉城音乐奖”的拳头产
品予以重点推出。

7委员建议设

“泉城音乐奖”
代表建议

高校图书馆向社会有偿开放
市人大代表胡正春：高校约4亿册馆藏图书在睡觉

教育行政部门应担负起必要社会责任，设立专门窗口

接待购房者学区咨询，及时辟谣开发商的虚假宣传。

增设购房者学区咨询窗口

成立小学校内托管班，小学生下午放学后由负责教师

托管，一定程度上解决家长不能按时接送孩子的难题。

尽快建立小学校内托管班

有些很好的行业园面临困境时，主办单位、政府部门

及教育部门要及时出面商讨解决方法。

加大对行业幼儿园转制支持

当下早教市场虚假宣传现象严重，收费不合理，早教

机构收费已经高于高等教育。教育质量也无从评估。

加强婴幼儿早教市场监管

委员建议

济南市工商局局长贾杰。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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