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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乱象的典型样本
� � 2018 年 12 月 20 日，某知名
互联网公司公关总监杨婷（化
名）在朋友圈晒出了一张她所供
职的公司刚刚获得的荣誉证书：
2018 年度电子商务垂直领域最
具品牌价值奖。 她想不到的是，
就在当天，颁发这份荣誉证书的
单位之一———中国电子商务协
会因连续三年未接受年检被民
政部撤销登记。

撤销登记后，该协会马上进
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这种顶格
的行政处罚对于全国性行业协
会来说极为罕见。

记者采访获悉，在该协会内
部，设立了众多分会、研究院、专
业委员会等分支机构，吸纳众多
企业加入，并为企业有偿颁发证
书；而协会内部一些机构设置功
能相似、叠床架屋。 多位内部人
士表示，该协会内部派系斗争频
发，公章印鉴被私自持有，也是
导致其未能及时参加社会组织
年检的原因之一。

撤销登记相当于“被判死刑”

12 月 20 日， 民政部官网公
布的一则行政处罚消息引起广
泛关注：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存
在连续三年未按规定接受全国
性社会团体年度检查的违法行
为，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情节
严重。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
项的规定， 民政部对中国电子
商务协会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
处罚。

同时，依据《社会组织信用
信息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行政
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民政部将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列入社会组
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撤销登记对于一个社会组
织来说相当于被‘判处死刑’。 ”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
究院院长、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社会组织研究专家徐家良
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
者，撤销登记后，该协会马上就
进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相当
于这个机构不存在了”。

撤销登记带来的影响对该
协会是毁灭性的。 徐家良表示，
撤销登记将对中国电子商务协
会的声誉造成损失，由于成立全
国性社会组织以及随后的换届
等工作程序都要到民政部备案，
该协会的会长、理事长、秘书长
等负责人将会在民政部留下工
作存在瑕疵的记录，如果下一次
他们还想申请担任其它社会组
织的相关负责人，“民政部社会
组织管理局相关部门将查看申
请人是否有不良记录，对下一个
社会组织的登记会产生影响”。

在这一行政处罚决定公布
当天，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正在一
南一北主办两项活动：在浙江省
金华市，该协会与金华市政府共
同举办“第四届全球跨境电商大
会”；在北京，该协会与中国移动

通信联合会共同举办“第五届世
界电子商务大会”。 后者即是杨
婷所在的互联网公司获颁证书
的活动。

该协会在其官网的自我介
绍中，特别强调“其业务活动受
工信部的指导和民政部的监督
管理，不受地区、部门、行业、所
有制限制”。 不过，随着民政部
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布，这些“不
受限制的活动”将终结。 民政部
通报指出，依据《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和第二十
条的规定，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被撤销登记后， 应成立清算组
织， 完成清算工作并办理注销
登记。 清算期间，不得开展清算
以外的活动。

“‘被判死刑’当然不能继续
活动， 这个社会组织都不存在
了，下属的分支机构自然也就丧
失了存在基础。 ”徐家良表示，如
果今后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继续
开展活动，民政部社会组织行政
执法部门将会依法采取强制取
缔措施。

连续三年未年检， 疑因领
导层有矛盾

“年检是社会组织很重要的
一项工作。 社会组织注册登记以
后要面临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年
度检查。 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 两年没登记就要受到
处罚，连续三年没有年检更说不
过去。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犯下
如此低级的错误让徐家良感到
不解。

记者在发稿前两次致电中
国电子商务协会执行秘书长万
东辉，他都表示“正在与相关部
委沟通”， 对于该协会的情况不
便多说。

而该协会下属某专业委员
会负责人李明（化名）向中国青
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透露， 该协
会领导层面长期存在矛盾和分
歧。 据李明介绍，中国电子商务
协会自 2000 年 6 月成立以来，
第一、 二任理事长由宋玲担任。
2011 年， 协会未召开换届会议，
新任理事长张会生未经会员代
表大会选举便上任工作。 随后，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的原业务主
管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责令宋
玲重新主持完成换届工作，选举
产生新的主要负责人。 但中国电
子商务协会的公章和印鉴被张
会生持有，无法参加社团年检。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官网显
示，该协会理事长为宋玲。 而公
开信息中，张会生对外仍以中国
电子商务协会会长或理事长的
身份参加活动或接受采访。 该协
会下属的另一个专业委员会负
责人赵先奎（化名）也印证了李
明的说法。 他告诉记者，近几年
民政部一直要求中国电子商务
协会参加年检，但由于协会内部
的运营管理分成了两个派系，协
会公章被其中一个派系掌握，导
致无法办理年检。

同一领域设立多个分支机构

两大派系的纠纷直接导致
了该协会在同一领域下设立多
个业务相似甚至重叠的分支机
构。 多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中
国电子商务协会的公章和印鉴
被私自持有后，不少二级分支机
构陆续成立， 并频繁与各类机
构、企业开展合作。

以金融科技领域为例，在中
国电子商务协会名下设立了互
联网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委
员会、金融科技研究院、互联网
金融旅游委员会、数字金融研究
院等多个机构。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区块链等
领域。 2018年 11月 9日，中国电
子商务协会区块链技术研究院在
北京成立，该研究院自述其主要负
责区块链行业的应用发展,担负区
块链行业标准制定、 技术研发、应
用及推广的重要职责，该研究院院
长许立威为宇宙链 PAC 创始人，
秘书长为杭州旅梵区块链技术有
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吕帆。

而在今年 1 月， 一个名为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区块链专业
委员会”的机构就已成立，该委
员会官网信息显示，其职责与上
述区块链研究院几乎一致：主要
负责区块链行业的应用发展,担
负区块链行业标准制定、技术研
发、应用及推广的重要职责。 该
区块链专委会的负责人是另一
拨人马：深圳众赢创客网络数字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治平
担任该专委会秘书长，中国电子
商务协会副秘书长聂韵担任该
专委会监事会主任。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注意到，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名
义下，设立了多个专委会、分会、
研究院等分支机构，涉及数字金
融、区块链、B2B 电商、二手车、
农产品、 电子商务法等众多领
域。 在该协会官网的“协会动态”
一栏，81 条消息几乎每一条都是
该协会成立专委会、分会、研究
中心等的消息，每个分支机构几
乎都吸收了大量企业成为成员。

有偿为企业颁发证书

某互联网金融公司市场总
监邱杰（化名）表示，近几年有
不少互联网金融公司获得了以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名义颁发的

“诚信龙头单位 ”、“AAA 级信
用企业”等证书。 邱杰供职的公
司在缴纳了数万元年费后，也
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的正式
会员。 此后几年，在相继付出相
应的费用后， 她所供职的公司
又陆续获得了该协会颁发的

“中国互联网诚信示范企业 ”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反欺诈系
统介入单位”等证书。

另一家互联网领域的行业
协会执行秘书长侯丽（化名）向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
示，早在十多年前电子商务刚兴

起时，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内部就
设立了一个认证部，给企业或者
个人提供认证，颁发证书，很多
企业也乐于买账。“这是典型的
协会‘乱收费’行为。 ”徐家良指
出，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后续的
清算活动中，涉及的违法违规行
为依然要“拉清单”梳理，逃不过
法律制裁。

而一些获得证书的企业，相
继出现问题， 也让人们对颁发证
书的协会产生质疑。 2018 年 5
月，互联网金融平台“民信贷”疑
出现资金链断裂，被警方调查。而
在 3个月前，“民信贷” 获得了中
国电子商务协会颁布的“企业信
用评价 AAA级信用企业”证书。

另一家引发全国关注的非法
集资平台， 曾在 2014 年 10 月获
得由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和其他机
构联合颁发的“中国互联网诚信
示范企业”荣誉称号；还有一家已
经暴雷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资邦金
服及其 P2P平台“唐小僧”曾在其
官网展示，称其已接入“中国电子
商务协会反欺诈系统”。

记者注意到，该协会给企业
颁发的“反欺诈系统介入单位证
书”上特意注明：本证书不代表
对接入机构内部控制、 风险管
理、技术安全、持续合规的保证。

除了互联网金融领域，以中
国电子商务协会名义颁发的证
书还出现在许多区块链公司中。

记者了解到， 已有一些区块
链公司或从业者获得由中国电子
商务协会监管沙盒促进会颁发的
会员证书、《区块链应用认证证
书》或《岗位能力培训证书》。

所谓监管沙盒，指的是供金
融科技企业测试其创新的金融
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
式的安全空间，在相关活动出现
问题时不必立即受到监管规则
的约束。 但目前，我国监管部门
尚未设立区块链领域的官方监
管沙盒。

不参加年检或为逃避监管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被撤销
登记，其实是行业协会乱象的一
个典型样本。 ”侯丽表示，这类协
会一般都在体制外，受到的监管
比较少，但因为曾经挂靠某些部
委的关系，办活动时经常可以拉
来退休的省部级领导站台。

侯丽说，事实上，这类协会

的乱象和问题很多企业也知道，
但是大多数企业甚至地方政府
很难区分“李逵和李鬼”。 企业往
往会认为， 谁能请来更大的领
导、 谁能提供更直接的帮助，谁
就是更有影响力的“行业协会”。

徐家良告诉记者，对于这类
问题，需要民政部门运用“年度
检查”监督管理社会组织的日常
活动，确保社会组织在依法依规
的轨道上开展业务活动。 他分
析，逃避监管是电商协会不参加
年检的原因之一。

在对外发展会员、 颁发证
书、开展培训的同时，中国电子
商务协会参股或投资的多个公
司先后被注销或吊销。 例如，该
协会投资的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海南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在 2015
年 7 月，因未按规定提交年度报
告信息，而被海口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目
前，该公司已被吊销。

徐家良介绍， 当前民政部门
对社会组织的年度检查越来越严
格， 严查不参加年检或弄虚作假
的行为。“如果民政部门不采取什
么措施， 就会给社会组织一种错
觉： 我不参加年度检查也没有什
么问题。 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

公开报道显示，中国电子商
务协会成立 18 年来，自 2010 年
开始连续五年未年检，本次已是
第三次被民政部以同样理由处
罚。前两次处罚分别发生在 2014
年 11 月和 2016 年 8 月， 处罚结
果均为停止活动 6 个月。 目前，
李明、赵先奎等中国电子商务协
会下属二级机构的相关负责人
正在等待相关部委对协会的最
新处理意见。

在他们看来，全国性的电商
行业协会仅此一家，国内主要电
商企业均是该协会会员或理事
单位，该协会也是我国电子签名
立法的主要推动者，对中国电商
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他们希
望尽快有更加明确的处理结果。

徐家良表示，如果中国电子
商务协会认为存在一些客观原
因导致不能年检，可以通过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司
法救济途径，要求民政部撤销该
处罚决定，但从目前了解到的该
协会所犯下的主观错误来讲，基
本上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就
像一个西瓜自己烂掉了”。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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