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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张艳 边城

近期网络上传出“城镇居民元旦起
需缴纳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 在缴纳电
费时一并收取”“电费又要上涨了” 的说
法， 而依据竟是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省
政府《关于加强全省城市公用事业附加
费征收使用管理的意见》。

1月5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建处
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省政府出
台《关于加强全省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征
收使用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主要目的是通过规范征缴方式、调整税费
政策，使这项已征收多年的政府性基金更
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改善提升路灯
照明公共服务，推进市政公用事业节能减
排，并非“电费又要上涨”。

并非新开征一项规费，只是进行
规范管理

记者注意到，《意见》要求“城市、县
城、建制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居民用电、大
工业用电、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均应
缴纳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 各级各部门

不得减免、缓交此项费用。”
省住建厅城建处负责人称， 这并非

从今年元旦起新开征一项规费， 因此电
费并不上涨， 实际是对这项已开征几十
年的政府性基金，就其征缴模式、支出使
用程序、使用范围等予以明确和规范。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以下简称“公
用事业附加”）是1964年经国家财政部批
准设立的政府性基金， 纳入地方财政预
算管理。我省公用事业附加一直采用“伴
电征收”模式，于销售电价中一并收取。
即： 根据用户的用电量， 按一定标准收
取，居民生活用电每千瓦时收取0.02元，
一般工商业、 大工业及行政事业单位用
电每千瓦时收取0.007元，收取款项用于
城市路灯照明等市政设施建设维护。

几十年来，我省未就其征收使用管理出
台全省性政策指导文件，各地的征缴管理模
式也比较混乱，执收主体不一，使用不规范。
这导致出现了公用事业附加收不抵支。

免税和降低手续费，全省可节省
1.59亿元

许多地方存在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不抵路灯开支的情况。 从近三年数据
看，每年均出现了1亿元至2亿元左右的
资金缺口。

省住建厅城建处负责人表示， 公用
事业附加收不抵支， 一大原因是城市规
模日益扩大，路灯照明、景观照明用电量
急增，且路灯节能改造推行缓慢。另一大
原因是“中间费用”过高，此前公用事业
附加需上缴税金19.02%， 代征手续费
10%。

公用事业附加费属政府性基金，本
不应缴纳税费。因此，《意见》针对性地提
出公用事业附加要落实“免税”政策，即
税金为0。同时要求统收统管，实行省电
网公司统一征收，省住建厅统一管理，省
财政厅统一拨付， 代征手续费由10%降
为2%。

随着城镇规模扩张， 城市公共照明
服务经费支出将进一步增大， 仍需政府
通过市场引资等模式予以解决。 但公用
事业附加减少“中间费用”支出，无疑可
以使大多数市县有效缓解路灯照明服务
收不抵支的困局。以2012年为例，若落实
“免税”和规范代征手续费后将节省1.59

亿元，资金缺口可以“补上”。

加强路灯管理，防止过度亮化和
电力浪费

采访中，住建、财政、电力等多部门
人士告诉记者，《意见》因为不当解读，引
发了公众的疑惑，认为电费又要上涨了。
事实并非如此。《意见》 更多的是通过征
收使用管理的政策调整， 减少“中间费
用”，让资金发挥更好的作用。

《意见》要求，使用公用事业附加的
路灯照明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市政道路、
街道、市民广场、免费公园以及公共绿地
等设施。 城市建设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严
格的运行维护制度， 及时修复破损照明
设施，亮灯率要高于95%。

《意见》同时指出，严格控制路灯能
耗和管理人员编制， 制定路灯绿色照明
节能改造计划。要科学设置路灯数量，加
强路灯运行管理， 防治过度亮化现象和
电力浪费。 鼓励通过招标等公平竞争方
式选择合同能源管理企业实施市政路灯
节能改造， 支付给合同能源管理企业的
费用从公用事业附加费中列支。 让市民出门就有

愉悦的心情
易炼红暗访督查市容市貌整治工作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王茜）今天上午9时20分，长沙市中心

城区各区主要负责同志，突然接到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
红的通知，请大家一道前往城区重要地段和各个主次干道，随机
抽查暗访市容市貌整治工作，全程要求不打招呼、不听汇报。

在五一大道袁家岭路段一侧的人行道上， 看到有零星垃
圾分布， 易炼红马上找来对应该区域的一家临街医院的负责
人。“现在长沙正在大力提升城市管理品质， 为市民们提供一
个舒适、愉悦的工作生活环境，这需要你们的支持和配合。”易
炼红言辞恳切地请医院负责人抓好责任区域内的日常保洁，
欢迎他对城市管理各相关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 提出意见和
建议。“我们一定积极响应长沙市的号召， 确保责任区域内一
尘不染。”该负责人当场表态。

在先后巡查了五一商圈、高铁片区、火车站等地后，易炼红
说，一个地方连环境卫生都搞不好，就不能说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执政能力有多强、管理水平有多高。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提升
城市管理品质作为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方面， 制定切实
可行的方案，加大经费保障，加大清扫、清洗力度，制定奖优罚劣
评比机制，实行县（市、区）竞赛排名，让先进有动力，使后进有压
力；要坚持一手抓“四大综合整治”的深化，一手抓常态管理机制
的构建，构建领导重视、部门尽责、社会各界共建共享的常态化
机制，让市民出门就能有一个舒适、愉悦的心情，提升长沙宜居
宜业宜游指数，展示整洁、清秀、靓丽的城市本色。

本报 1月 5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徐利平）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开展以来， 省人社厅针对33个突出问
题制定了集中整改方案，优先解决了一批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截至2013年
底，该厅公车私用现象得到杜绝，超面积
占用办公用房问题彻底解决。

据省人社厅党组书记、 厅长胡伯俊介
绍，在2013年底前，已完成清理各类领导小
组、议事协调机构，清理违规配备公务用车，
纠正多占办公用房，清理违规在社会组织兼
职并领取报酬、“吃空饷”、在编不在岗、编外

大量聘用人员等8大方面整改要求。
针对文山会海、检查评比泛滥，“门难

进、脸难看、事难办”，机关作风“庸懒散”，
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奢侈浪费，三公经费
开支过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侵害群众利益等7大问题的整改， 已取得
明显成效。

目前， 省人社厅根据梳理出来的33项
突出问题清单，已完成27项。该厅公车私用
现象已杜绝，共收缴、封存公务用车6辆，拍
卖公务用车8辆； 全厅共腾退和调整办公用
房19间，共计600.4平方米。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进行时
本 报 1月 5日 讯 （记 者 彭 雅 惠

通讯员邓跃平 ）“合作发展是新年湘商
发展的重要趋势。 ” 今天，在湘29家湖
南异地商会会长、秘书长及湖南异地商
会联谊会部分会员单位代表近100人，
在迎新春座谈会上畅谈新年发展计划。
省领导和老同志何报翔、许云昭、刘玉娥
等出席座谈会。

近年来，湘商发展迅速，异地商会达到
203家，会员企业有6万余个，合作发展已
成为重要趋势。 湘商基金已注资20亿元收
购湘南地区铁锰矿， 欲打造东南亚最大铁
锰矿基地， 并以此为基础发起设立矿业并
购基地， 这是湖南异地商会在新年紧密合
作展开的重大举措之一。 湘商还运用基金

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平台， 并向省政府申办
建立湘商大宗商品交易所，为湘品出湘、出
境搭建大型电子商务平台。 新年中，山东
商会投资12亿元， 在长沙县建立山东商会
总部基地，欲吸引大批山东企业来湘投资。

何报翔听取参会湘商的想法和建
议后指出，现在湖南经济保持了较快增
长，经济总量更大、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基础更实，今后，我省政治、经济、文化、
生态发展都将进入关键时期，湘商必须
把握历史机遇，积极稳妥，勇于作为。 何
报翔强调， 抓住未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形成湘商品牌， 湘企之间应加强协作，
湖南异地商会之间应加强协作， 企业
与当地政府之间应加强协作。

近期网络上传出“电费又要上涨了”的说法，而依据竟是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省政府《关于加
强全省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征收使用管理的意见》。 对此，省住建厅予以澄清———

“税费减下去，路灯更亮堂”

省人社厅：公车私用现象已杜绝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邹靖方）记者今天
从湖南邮政公司获悉，中国邮政今天发行了
第三轮生肖邮票中的第11套《甲午年》（马
年）特种邮票1套1枚，面值1.20元，同时发行
小本票1本。 湖南邮政公司全省网点同步对
外出售。

自1980年发行生肖系列邮票以来，我
国生肖邮票表现了“生肖情、文化味、艺术
美、新年喜”的丰富内容。 目前，生肖邮票已
经成为最受关注、最受群众喜闻乐道的邮票
类型。《甲午年》生肖邮票主图是一匹充满喜
庆色彩的马，由设计师陈绍华创作，在设计
上汲取了我国古代马雕塑的精髓，并参考唐
三彩马的特征，运用富含吉祥寓意的传统装
饰图案，邮票上的白马面颊俊秀、筋骨雄强、
体态优雅、气宇轩昂，装饰在马身上的牡丹、
马鞍上的蝙蝠，表达了“马上得福”、“吉祥富
贵”的美好祝愿。 1月5日， 长沙市邮政局邮票销售点， 市民在展示刚刚购得的马年邮票。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甲午年》 特种邮票发售

◎责任编辑 朱定 版式编辑 李妍◎

郭开朗督导省国土资源厅教育
实践活动要求

锲而不舍抓好整改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彭雅惠）1月3日，省委常委、省委组

织部部长郭开朗到省国土资源厅检查并督导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 他指出，厅党组按照省委统一部署，高标准、严要求，
转变了工作作风，提高了管理水平。现在，要一鼓作气，锲而不
舍地抓好各项工作，确保整个活动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省国土资源厅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群众最不满
意的地方做起，广泛收集1000多条意见和建议，逐一整改；围
绕落实省委部署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明确41项整改任务。去
年，全厅“三公”费用下降；腾退办公用房24间；杜绝公车私用；
出台23项制度进一步规范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维护、 土地整
治投招标管理、宅基地管理等，得到了群众拥护。

郭开朗实地查看省国土资源厅政务大厅和办公用房整改
情况后，听取了厅党组汇报及省委督导组点评。 郭开朗说，省
国土资源厅教育实践活动组织扎实、 问题查摆深刻、 整改有
力、特色突出，统筹兼顾了活动开展和业务管理，值得肯定。现
在，教育实践活动进入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的关键环节和扫尾
阶段，领导班子要一以贯之抓好下阶段工作。 他强调，通过整
改，工作作风、管理水平有较大改进，但有的问题仍然存在，离
百姓期盼还有差距。面对问题要不遮不掩，无论班子整改还是
个人整改都要有锲而不舍钉钉子的精神，一锤一锤往下钉，确
保兑现承诺，并向社会公布。下一步，要加快制度建设步伐，形
成为民务实清廉的制度环境， 同时指导好市州和县市区国土
资源局的教育实践活动。

湘商抱团发展成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