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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7 个部门因“红顶中介”被通报
“有些中介机构戴着政府的

帽子，拿着市场的鞭子，收着企
业的票子！ ”

“要警惕一些审批事项换个
‘马甲’，由政府职能转到与政府
关联的‘红顶中介’，要彻查‘红
顶中介’代替行政收费等现象。 ”

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与政
府或行政权力有着千丝万缕联
系的“红顶中介”是一大顽疾，也
是重点治理对象。 李克强总理多
次“放狠话”，要求坚决治理“红
顶中介”，2017 年元旦后的第一
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聚焦这
一问题。

究竟哪些单位是“红顶中
介”？ 这些年治理进展如何？

随着中央巡视整改情况公
布，一些“红顶中介”的单位名字
也浮出水面。

2013 年至今，中央巡视组已
经进行了 12 轮巡视。 新京报记
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至少有 7
个国务院的部门因“红顶中介”
问题被点名通报。

何为“红顶中介”

“我去一些地方考察时看到，
政务大厅里面的收费都取消了，
但大厅隔一条马路就是一家咨询
服务的中介公司， 里面还坐着几
个‘大盖帽’，要办事的民众，都要
来这里先走一趟，这不是‘暗度陈
仓’吗？！”2014年 11月 15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李克强总
理直言痛批“红顶中介”。 李克强
指出，要严防以“红顶中介”替代
行政收费的现象。

“有些中介机构戴着政府的
帽子，拿着市场的鞭子，收着企
业的票子！ ”2015 年 4 月 21 日举
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再次斥责“红顶中
介”乱象。

据记者不完全梳理，自 2014
年至今，李克强总理至少有 8 次
在各种会议上，强调治理“红顶
中介”问题。

何为“红顶中介”？
“红顶子”一般是老百姓用

来借指高官，“红顶中介”， 顾名
思义，这个中介与政府或官员有
某种关联。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
此前曾表示，“红顶中介”包括几
类：一类是指由政府转型过来具
有审批权的组织，过去是政府部
门，后来变成了协会；一类是捆
绑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协会，主管
部门有一部分职能隐藏或者直
接委派给这类协会；还有一类机
构， 政府主管部门领导退休后，
在里面任职。

“中介组织本应该是社会团
体，但一些中介组织脱胎于政府
部门，甚至领导是政府部门的退
休人员，二者关系紧密。 ”北京大
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
德水说。

庄德水认为，“红顶中介”是
我国特定权力体系下延伸出来
的一种腐败方式。“中介组织利

用权力政策优势，从政府部门获
得权力寻租的资源，甚至充当掮
客，帮助行贿者疏通关系，没有
找准中介的定位。 而政府过度参
与市场活动，也为这些组织参与
腐败提供了机会。 ”

哪些部门有“红顶中介”

今年 4 月 20 日，国家安监总
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付建华接
受中纪委网站访谈，介绍了该部
门“红顶中介”整治情况，其中有

“红顶中介”10 多个。
付建华介绍，中央巡视组指

出，安监总局下属一些协会学会
“戴市场帽子、借政府牌子、收企
业票子、供官员位子”，充当“红
顶中介”、“二政府”，主要存在着
乱评比收费、乱干政扰民、乱占
行政资源、乱进人分钱等 4 个方
面的问题。 其中，煤炭工业协会、
安全生产协会、 职业健康协会、
广西煤矿安全技术协会、中国索
道协会等被点名通报。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工
作不断推进，“红顶中介”也成为
整治重点。

依据中纪委网站公布的巡
视整改通报，新京报记者梳理发
现，在中央巡视组已经开展的 12
轮巡视中，至少有 7 个国务院的
部门存在“红顶中介”问题。

比如环保部，2015 年 2 月 9
日被中央巡视组指出，环评技术
服务市场“红顶中介”现象突出，
容易产生利益冲突和不当利益
输送。

同年 10 月， 中央巡视组向
交通运输部反馈专项巡视情况
时指出，“一些单位政企不分、政
事不分、事企不分，层层经商办
实体，为小团体谋利”。

中央巡视组还指出，有的社
团组织依托行政权力充当“红顶
中介”，开展市场推广、评审或培
训等工作， 违规收取巨额费用，
获取垄断收入， 扰乱市场秩序，
滋生腐败问题。

到了 2016 年，又有国务院所
属部门被“点名”。

2016 年 5 月 31 日， 中央巡
视组向农业部反馈巡视意见指
出，农业部行政审批领域“红顶
中介”、 迂回型权钱交易等权力
寻租问题突出。 通报称，农业部

“一些协会、 学会从事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 有的领导干部在协
会、学会兼职取酬，有的领导干
部与关联企业老板勾肩搭背、谋
取私利等”。

同年 10 月 14 日， 安监总局
被中央巡视组指出，协会学会充
当“红顶中介”和“二政府”，“靠
机关吃企业”问题突出。

除了中央巡视，第三方的评
估也发现了“红顶中介”的存在。

2015 年 9 月 16 日， 国务院
常务会议听取了政策措施落实
第三方评估汇报，报告指出“某
些中介机构、行业协会乱收费现
象仍然严重”。

“某省一家口腔医院反映，牙

片机每年必须在指定机构进行检
测才能通过年检，售价 6000 元的
设备每年检测费就要 5000元。 ”

还有某省一个 7000 万元的
项目，企业支付给指定的“红顶
中介”费用竟高达 300 万元。

这份报告同样反映了环评
市场的问题：环评师的“挂证”年
收入有的高达十几万元，“盖章
费”则达 8 万元。

据审计署 2014 年 6 月公布
报告显示：13 个中央部门主管的
35 个社会组织和 61 个所属事业
单位， 依托行政资源不当谋利，
违规获利共计 29.75 亿元。 更有
中华医学会， 在 2012 年至 2013
年召开的 160 个学术会议中，收
取医药企业赞助 8.2 亿元。

如何治理“红顶中介”

“加快摘掉中介机构的“红
顶”，与行政审批部门彻底脱钩，
斩断利益链条。 ”2015 年 5 月 12
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上说。

在今年 1 月 4 日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强
调，“许多收费的中介服务是和

行政机关暗中连在一起的。 企业
不经过这些中介服务，就别想拿
到必要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
这就给企业造成了直接的负担，
必须进一步加大清理力度”。

如何治理蚕食改革红利的
“红顶中介”， 摘掉它们头上的
“红顶子”？ 一个核心思路，就是
“脱钩”。

环保部的“脱钩”工作开始
得较早。 在中央巡视组指出环评
技术服务市场“红顶中介”现象
突出后，环保部于 2015 年 3 月公
布了《全国环保系统环评机构脱
钩工作方案》， 将全国环保系统
环评机构分三批， 在 2016 年年
底前全部脱钩或退出建设项目
环评技术服务市场。

2015 年 4 月，国务院减轻企
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要
求， 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重点治理各种“红顶中介”收费。
并赴各地调查，要求对发现个别
单位存在的违规收费问题进行
整改。

2015 年 7 月，中办、国办印
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
钩总体方案》。 该《方案》明确，各
级行政机关，以及其他依照和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与其主

办、主管、联系、挂靠的行业协会
商会，都要“脱钩”。

记者注意到，这次“脱钩”不
是单一的，属于全方位，涉及机
构、职能、资产财务、人员管理、
党建、外事等各个层面。

2016 年 10 月， 国家安监总
局公布了巡视整改结果，详细介
绍了“红顶中介”、“二政府”的整
改措施。 比如，撤下总局办公楼
前悬挂的协会牌子、腾退协会所
占办公用房、与协会脱钩。

针对巡视反馈的问题，交通
运输部也印发了《交通运输部部
管行业协会脱钩工作实施方
案》， 实现部与部管行业协会在
机构、职能、资产财务、人员、党
建等五个方面的脱钩，并对该部
7 项中介服务和 8 项技术性服务
逐项提出清理规范意见。

质检总局对不规范委托和
授权事项进行清理，正式发文收
回或取消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
承担的事项 5 项。

今年 5 月 19 日，民政部发布
消息，清理规范 152 家已脱钩行
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通过自查
自清等阶段，8 月底前统一公示。
再次明确，10 类违法违规收费行
为，一律取消。 （据《新京报》）

链接

� � “红顶”中介曝光台
国家安监总局
问题 ：所属协会学会 “靠机

关吃企业”
进展：中国烟花爆竹协会已

脱钩； 中国索道协会脱钩实施
方案已经总局党组会议通过 ，
2017 年 8 月前完成； 中国化学
品协会的脱钩正在推进。

环保部
问题 ： 环评技术服务市场

“红顶中介”现象突出
进展：全国环保系统所属环

评机构 2016 年底前与环保部门
完全脱钩， 其中环保部部属单
位全资或参股的 8 家环评机构
2015 年底前率先脱钩， 从根本
上解决环评权力寻租问题。

农业部
问题 ：行政审批领域 “红顶

中介”、迂回型权钱交易等权力
寻租

进展：干部违规在部下属协
会学会兼职取酬问题自查 ，给
予 2 人纪律处分，对 3 人诫勉谈
话，对 1 名人提醒谈话。

交通运输部
问题 ：“有的社团组织依托

行政权力充当‘红顶中介’”
进展：（1） 实现部与部管行

业协会在机构 、 职能、 资产财
务、人员、党建等五个方面的脱
钩。 （2）对部所属的 7 项中介服
务和 8 项技术性服务逐项提出
清理规范意见。 其中，中介服务
保留 1 项，取消 4 项 ，调整为技
术性服务 2 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问题：“大政府不作为、二政

府乱作为”
进展：（1） 收回部机关委托

协会学会承担的行政审批审查
工作， 由部机关统一承担。 （2）
针对一些直属单位和学会协会

自设项目申报 、 评定 、 标准制
定，以及依附于此的评优评奖 、
办班收费等开展整治 。 清理取
消 132 个自设评比表彰项目 。
（3）全面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坚决整治“红顶中介”。

质检总局
问题：“企事业单位、行业协

会学会管理不规范”
进展 ：（1）正式发文收回或

取消企事业单位 、 行业协会承
担的事项 5 项。 （2）加快推进行
业学会、 协会试点单位与总局
机关的脱钩工作 ， 目前已脱钩
5 个。

国家知识产权局
问题：“靠专利吃专利”
进展：（1） 对任职回避制度

缺失问题的整改。 （2）对领导干
部借专利课题领取报酬问题的
整改。

（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