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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柳德
新 通讯员 吴劲夫 罗云峰）省财政通
过清理收费基金、 规范涉企收费等措
施，为企业减轻负担，降低大众创业成
本。记者今天从省财政厅获悉，从今年
1月1日起，我省取消9项行政事业性收
费， 对小微企业免征土地证书工本费
等2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并对养老和
医疗机构减免土地复垦费等9项行政
事业性收费， 对小微企业免征教育费

附加等5项政府性基金，每年合计将减
轻企业负担约9亿元。

加大收费基金清理力度。 继2011
年、2012年取消和免征53项行政事业
性收费后， 省财政厅2013年落实财政
部、 国家发改委取消和免征我省执行
的14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 并从
2013年10月1日起取消41项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精简率达27.5％，全省每
年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7.8亿元。

2014年， 再次取消了农作物种子品种
（组合） 参试费和水土流失防治费。从
2014年12月1日起，将煤炭矿产资源补
偿费费率降为零， 停止征收煤炭价格
调节基金， 还取消了向煤炭企业征收
的票据印刷费、矿区公共事业维护费、
矿区生态环境治理费等。

实行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管理。 省财
政厅在2013年发布《湖南省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目录》的基础上，今年10月，省

财政厅和省发改委在《湖南日报》上公布
了我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有关目录清单。

今年7月起，省财政厅会同省发改
委、 省经信委在全省范围部署开展涉
企收费专项清理规范工作。 对违规设
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和
行政审批前置经营服务收费项目一律
取消。 严禁以各种方式强制企业赞助
捐赠、参加培训等。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陈
淦璋）建筑行业有技术员、施工员等

“九大员”，我省风景名胜管理行业也
创新推出了“四大员”。记者今天从省
住建厅获悉，“四大员”包括“风景资
源保护、规划编制实施、建设项目监
管、信息宣传”管理员，全省已通过培
训考核并备案的“四大员”共223人。

我省现有2处世界自然遗产、20
处国家级、51处省级风景名胜区。其
中，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包括韶山、岳

阳楼-洞庭湖、武陵源、崀山、岳麓
山、衡山等，数量居全国第一。

随着数量增多，景区管理必须走
向精细化。 省住建厅在调研中发现，
一些景区管理机构存在人才队伍流
动性大、专业素质不强、业务素质不
精等问题。同时，由于景区管理的特
点，与其培养面面俱到的通才，不如
在分类培训、专项对接等方面“精准
发力”。从今年开始，监管部门正式启
动“四大员”基层队伍建设，在全国属

于首创。
“‘四大员’制度并非新设立一个

行业准入， 而是着力形成人按职责
干、事按制度办的氛围，着眼景区长
远发展。”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如崀山景区资源保护管理
员牵头完成了2300余处古树名木的
调查登记挂牌工作；苏仙岭-万华岩
景区“四大员”协助中外专家完成了
对万华岩洞穴生物、岩溶水文地质的
调查研究。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段欣
妤）今日，记者从长沙高新区
经济发展局获悉，《长沙高新
区支持企业改制上市实施办
法》（简称《办法》）已新鲜出
炉，《办法》明确，在境内外上
市，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简称“新三板”）、湖南
股权交易所（简称“湖南股交
所”） 标准板挂牌的麓谷企
业，将获得高新区“红包”。

在境内外上市、新三板挂
牌的麓谷企业， 高新区发奖金
100万元，但方式分阶段发放。
据了解， 分阶段补助资金可解
燃眉之急，促进企业发展，推动
企业走进资本市场。

《办法》对挂牌湖南股交
所标准板的奖励由以往的40
万元，调整为30万元。具体支
持标准为按不低于湖南股交
所标准板要求完成股改后，
给予企业5万元补助，完成标
准板挂牌后给予25万元补
助。同时，今年高新区与湖南
股交所展开深度合作， 高新
区将挑选500家优质企业到
湖南股交所Q板挂牌， 这些
企业进入湖南股交所Q板挂
牌的服务费用将由高新区直

接“买单”。湖南股交所则将从高新区推荐
的500家企业中， 选择10%到15%的企业
进行股改，帮助其对接创业板、新三板，完
成企业快速转板。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蒋运国 肖玲波）
湖南旅客前往泰国旅游又增一条
新航线。今天上午，南航开通长沙
直飞泰国清迈的航班， 目前最低
单程票价为1370元（不含税）。

该航线从长沙始飞， 经停南
宁，最终抵达清迈。每周一、三、五

执行， 执飞机型为空客A320。去
程，9时20分从长沙起飞，10时55
分到达南宁，12时25分从南宁起
飞，14时15分抵达清迈， 航程近5
个小时； 回程清迈起飞时间15时
40分，17时25分抵达南宁，18时50
分从南宁起飞，20时20分抵达长
沙。

湖南大幅减轻企业负担

风景名胜管理行业也有“四大员”
湖南景区基层队伍建设新模式在全国属首创 长沙新增

直飞泰国清迈航班

11月16日下
午 ， 长沙县长星
路申通快递湖南
总部 ， 工作人员
在 加 紧 装 卸 包
裹 。近日 ，长沙的
快 递 企 业 迎 来
“双11”后的投送
高峰 。 仅申通快
递 湖 南 总 部 ，每
天的卸货量就超
过65万件 ， 比去
年同期的日均装
卸 量 增 长 了 一
倍。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长沙迎来
“双11”快递高峰

谈经论市

聂廷芳

巴黎遭暴恐袭击， 国内外舆
论一致认为， 低迷的欧洲经济雪
上加霜 ，资金 “脱欧向美 ”，美元 、
美债双强， 全球风险资产面临新
一轮抛售，股市滑向熊市。

本人认为，制度优势、道路优
势， 确保中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 今天又确保成为世界
最安全的大国。 中国确保6.5%中
高速增长，遥遥领先他人，令所有
大型经济体望尘莫及。“我们一天
天好起来”，我们对股市抱有长期
信心，具备战略定力。

周一凌晨， 本人在新湖南客
户端撰文， 分析A股正在洗盘，史
无前例的巴黎恐怖袭击来得真不
是时候， 股市短线抛盘增大是肯
定的；A股是散户市， 散户的特点
就是跟风 ；周初 ，散户要跑路 ；主
力乐了，空仓的也乐了，天降杀跌
筹码， 何不笑纳？ 经周一市场检
验，这个预判完全兑现。

本周以后，A股面临发新股、
降杠杆两大动作。机构披露，28家
IPO将冻结资金3.5万亿元， 首批
10家冻结资金近1万亿元，预计20

日左右登招股书。
国际、 国内环境使A股承压，

空头在集结。 某权威媒体发布重
头预判，第一种方案是沪指跌600
点 （见低点2959点 ），第二种方案
是跌1300点（见低点2235点）：

1）回撤到F3=3359、F5=3165
或COP=2960一线后， 结束回撤，
再次上升， 完成在帝法汇聚区域
XOP=2959/F3=3007一线的筑底
反转

2）震荡跌破上述各个支撑点
位以及8月份低点2850，向更低的
帝法支撑点位周线OP=2518、月
线COP=2794、 周线OP=2518、月
线 COP=2422或 月 线 COP=2235
一线去寻机反转

这太悲观了，是熊市思维。
8月2850点至今的行情，没有

人敢于看牛市，都当做反弹。指数
推进到 3500、3600、3673点过程
中，“反弹派”信心一夜膨胀，立即
调高目标至3800、4000点， 似乎
4000点唾手可得； 另一些人爆发
“疯牛症”，不切实际呼喊4500点、
乃至8000点、10000点。

（未完待续。股市有风险。本
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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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牛有多慢？不抢时间，不赶进度
●万丈高楼刚刚出正负零，不存在“坠楼”空间
●确保6.5%中高速增长，遥遥领先他人
●全球性资产价格下跌，A股走自己的路
●外资少一点、走一点，反而可以“安全地上涨”

给慢牛做全身体检（上）

在近几年取消100多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基础上，今年又取消减免多项收费，
每年减轻企业负担约9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