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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罗云峰 罗建华

“营改增”兑现减税让利的改革承诺；取
消9项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 取消和停征9项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降低47项经营服务性
收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育林基金和新菜
地开发建设基金征收标准降为零， 并停征价
格调节基金……

今年以来，随着加大减税清费力度，我省
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进一步减轻， 经济增长
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

利好消息此起彼伏， 收费
负担一降再降

在长沙建设销售商品住宅， 以前应缴纳
的服务性收费包括： 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
服务费，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防雷装
置检测服务费， 房屋登记费， 土地证书工本
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房产测绘服务费等费用。现在，７项收
费中，直接取消的有2项，其余5项也分别降低
了10%－50%的收费标准。 以建设销售1万平
方米商品住宅计算， 以前应缴纳服务性收费
335.41万元；现在只要缴纳289.98万元，减少
45.43万元，意味着每平方米降低成本45元。

7月7日， 在省发改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省发改委副巡视员刘年来以此为例，解读
今年取消和降标收费的新政策。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程序、 清理行政事
业性收费、降低收费标准……近年来，围绕收
费负担，一波又一波利好消息相继传来，让企
业经营者欢欣鼓舞。2015年， 我省共取消、暂
停、免征、降标232项涉企收费项目，为企业减
负42亿元。

在此基础上，今年，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再次对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和行政事业性收
费进行清理。从今年3月20日起，先后分5批取

消、停征、降标和放开88项涉企收费，其中取
消和停征18项、降标47项、放开23项，为全省
企业减负约28.06亿元。

省国税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一季
度全省国税系统落实改善民生、 鼓励高新技
术、促进小微企业发展、节能环保、支持“三
农”等税收优惠政策，共减免各项税收（含征
前减免测算数）53.8亿元。

税收“减法”，换来企业效益
的“加法”

2013年以来在“3+7”个行业试点的基础
上，我省今年又新增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
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四大试点行业， 全面推开

“营改增”试点，营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我省预计新增的“营改增”试点行业增加

减税80多亿元， 加上前期已经试点行业减税
近50亿元，全年预计可为企业减税共计130多
亿元，将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绝大部
分企业税负有不同程度下降， 这是我省近年
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

以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
“加法”、市场活力的“乘法”。通过“营改增”试
点， 政府为广大企业送上了一份沉甸甸的改
革“大礼包”。

长沙荷塘月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负
责人算了一笔账，该公司2016年预计营业收入
1400万元，可以抵扣场所租金进项税额5万元、
农副产品进项税额34.94万元、办公用品进项税
额2万元。同样是1400万元的餐饮服务收入，原
营业税应缴70万元，税负5%；改征增值税后应
缴37.3万元，税负2.68%，减负32.7万元。

在“营改增”的同时，我省还在小微企业
所得税减半征收、出口退税、减半征收车购税
等方面精准发力，减税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省财政厅税政法规处处长邓斌认为，“营
改增”等一系列政策产生的减税效果，将成为
实体经济的“催化剂”、创新驱动的“信号源”。

更重要的是，将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营造更
加公平、公正的税收环境，有效释放市场在经
济活动中的作用和活力。

强化税费管理，确保政策“不
打折”

如何确保减税清费的福利能够真正落到
实处，确保政策不打折？

省财政厅厅长郑建新表示，今年继续清理
取消、整合规范现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
基金，逐步减少项目数量，继续实行目录清单管
理，完善公示制度，提高收费政策的透明度。对
已取消或免征的收费项目开展“回头看”，防止
乱收费现象反弹。省发改委要求全省各级发改
价格主管部门开展涉企收费项目清理工作，督
促各级涉企收费执行单位提高政策透明度，将
所有涉企收费项目及具体收费标准情况，纳入
本部门政务公开范畴，接受社会监督。此外，还
将开展减负政策落实专项物价检查，督促各执
收部门将减负政策落实到位。对检查中发现的
违法违规问题，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所有收费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收费”。在
服务性收费方面， 省发改委于今年５月重新
公布了《湖南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行政审
批前置服务收费目录清单（2016年版）》和《湖
南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
清单（2016年版）》；在行政事业性收费方面，
省财政厅今年6月重新公布了《湖南省行政事
业性收费目录》和《湖南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
费目录》。凡实行政府定价的涉企服务性收费
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现行收费标准， 一律以上
述4个目录清单公布的为准。对清单之外的收
费，企业和个人有权拒绝缴纳。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7月13日上午，省工商局就修正《湖南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消保
条例修正草案）举行立法听证会。

消保条例修正2014年启动， 并被列入
2016年湖南省立法计划。 在全面落实新修
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基础上，
经过大量调研和意见征集， 消保条例修正
草案共八章，包括总则、消费者的权利、经
营者的义务、国家保护、消费者组织、消费
争议处理、法律责任、附则。

听证会上，16位代表各抒己见。消毒餐
具收费、“7天无理由退货”、 预付式消费等
问题，成为众人关注焦点。

消毒餐具到底该不该收费

消费者去餐馆就餐， 经常会遇到消
毒餐具收费的情况。 消保条例修正草案
新增一条，餐饮行业的经营者“不得设定
最低消费， 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餐位
费、消毒餐具费、开瓶费等不符合规定的
费用”。消毒餐具到底该不该收费，听证
代表的意见明显不同。

听证代表甘应龙认为， 规定消毒餐具
不得收费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因为对餐具、
饮具进行清洗消毒是《食品安全法》明确规
定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尽的义务， 经营者
不能将委托消毒的费用转嫁给消费者。听
证代表谈逢春也认为， 包括餐具消毒费的
各种费用已计入经营成本， 经营者已获取
相应的利润， 有义务免费为消费者提供符
合卫生标准的餐具。

来自餐具消毒行业协会的听证代表
廖军仕则认为，《食品安全法》虽然规定了
餐饮经营者有提供经过“清洗、消毒”的餐
具的义务，但并没规定无偿提供；同时，消
毒餐具定价符合《价格法》的相关规定。餐
饮行业应该既要提供免费的自行清洗的
餐具，也可提供专业消毒公司收费、明码
标价的消毒餐具。

“推广使用合格的集中式消毒餐饮具
很有必要。”来自卫生监管部门的听证代表
王军华担心，一旦取消消毒餐具收费，很大
一部分中小餐馆就会不再使用正规消毒公
司的餐具， 而重新回到自己清洗的原路上
去，无法达到真正消毒的目的。他介绍，我
省目前有160余家集中式餐饮具消毒单位，
覆盖所有县（市、区）。2014年和2015年全
省抽检结果显示， 消毒餐具的整体合格率
基本稳定在95%左右。

如何规范预付式消费乱象

水果店一夜关门， 充值的会员卡“打水
漂”；办了理发店的卡，却遭遇经营者随意限制
消费时限、消费金额、优惠力度等现象……这
些与预付式消费相关的问题不时发生，严重损
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但消费者维权却很难。

此次消保条例修正草案中，新增一条，
对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的， 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商品或者服务
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
方式等事项，“消费者要求订立书面合同
的， 经营者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约定
要求， 消费者要求退款的， 经营者应当退
款，不得无故拖延”等。

听证代表彭震建议， 监管部门应该拟
定并推行预付卡消费合同范本， 规范经营
者和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 包括限制卡内
余额、明确退卡方式等内容；建立预付卡网
上签约及备案管理系统等。

还有听证代表建议， 对预付式消费进
行备案管理，应明确不备案的处罚措施，记
入经营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记录， 采用失信
惩戒机制；为确保预付资金安全，可由行业
协会收取保证金存入专项账户、专项管理，
接受相关部门监管， 增加规定经营者及行
业协会的违法责任等。

个人信息保护等还需细化

“条例订得越细越好，执行起来才有落
脚点。”听证代表杜忻沅如是说。

“刚签订购房合同，第二天就接到装修
电话。”对于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大家
普遍认为， 关键是要明确规定泄露者应该
承担的法律责任。

对于“7天无理由退货”相关条例，听证
代表建议，明确增加不适用于“7天无理由退
货”的商品品类明细，如个人定制类商品、鲜
活易腐类食品等。至于到底哪些是“不宜退
货的商品”，可与行业协会协商，从严掌握。

计量计费器具的材料费用问题，也备受
关注。听证代表郑文华认为，电力、燃气及自
来水的开通费、初装费，以及电表、气表、水
表作为经营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不可分割
部分，其材料费用理应由经营者承担。

省工商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阳芳华表
示，《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修正案
草案已上报省政府法制办。 针对听证意见
和建议，将再次进行修改。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陈思

从7月1日到20日，省安委会组织7个督查
组赴14个市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查。校车
安全是此次专项督查的重点之一， 省政府也
曾专门发文，要求紧盯接送学生车辆，相关部
门要全面开展校车安全隐患“大排查”。

但督查组发现，校车GPS监控平台失控、
超员、超速等安全隐患仍然存在。

7月12日，督查7组在怀化市洪江区教育局

发现，全区共有10台校车，但设在区教育局校
车办的校车GPS监控平台电脑已损坏， 区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面对督查组的询问，谎称教育局
校车办无GPS监控平台，而是设在区交警大队。
督查组在暗访洪江区交警大队时，拆穿了教育
局的谎言，全区校车GPS监控平台已经“失效”。

督查3组在衡阳市发现，由于未缴费，自5
月25日起， 为衡阳市所有校车服务的常宁市
湘汇汽车出租公司监控平台已被GPS运营商
关闭；在常宁市和衡山县，校车购买、监管权
分属校车公司或幼儿园，两者不能互相监管，

未形成安全管控合力。
督查3组成员、省公安厅交管局刘贤辉透

露， 常宁市和衡山县的校车基本上每天都有
超员、超速、校车车门未关好就开车行驶、故
意遮挡监控装置等明显违法行为。今年4月19
日至6月13日， 衡山县校车服务公司就有238
次超员、未关好车门、驾车拨打电话等违法行
为。 此外，非国标校车占较大比例。衡山县共
有校车138台，其中非国标车74台，大大降低
了校车整体安全标准。

督查组建议当地
政府就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问题开展一次整
治行动，并以此为契机
建立长效机制，对未主
动履职的职能部门进
行追责。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陈思

严重超载，逃生应急开关无法正
常开启，灭火器成摆设，到达报废期
限的车辆未报废，GPS平台已停用3
个月……

发生在宜凤高速公路上的“6·26”
事故，教训深刻。由省安委会组织的安
全生产专项督查组，在各市州督查时，
发现多地道路交通运输仍然存在安全
隐患。

7月12日上午， 督查7组在怀化洪
江市黔城汽 车 站 督 查 时 发 现 ，湘
N31718大客车上未放置安全锤， 该车

车门逃生应急开关损坏无法正常开
启；湘N32478大客车上1个灭火器已经
空了，但仍然随车使用；在出站口，工
作人员对“六不出站”要求，只作了3
项登记，车辆出站检查把关不严。

督查3组在衡阳市常宁、 衡山等
地进行督查时，同样发现了多个安全
隐患 。 作为常宁市的主要客运公
司———常宁市顺达运输公司以包代
管，涉嫌违规挂靠，公司GPS监管平
台未实行24小时值班制，并已停用近
3个月。

常宁市、 衡山县还存在多台车辆
到达报废期限但未办理报废手续、车
辆逾期未检验等问题。目前，衡阳市共

有137台逾期未检验的两客一危一校
车辆（指从事旅游的包车、三类以上班
线客车和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及接送学生的道路专用
车辆），部分车辆仍在营运。

督查5组在岳阳市平江、临湘等地
暗访道路交通时， 发现县际客运班车
超载现象严重。7月8日， 督查5组在临
湘市发现湘F96115的客车限载19人，
实载42人， 另一辆湘F96292的客车限
载19人，实载41人，均严重超载。

针对暗访中发现的问题， 各督查
组当即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进行了交
办，要求限期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反馈
给督查组和省安委办。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彭波）记者今天从招商银行长沙分行
获悉，入湘18年，该行已经成长为拥有营业
网点54家、员工1300余人、总资产突破600
亿元的大行。

作为较早进驻湖南的股份制商业银
行，招行长沙分行以高水准服务见长，开创
了湖南同业多项第一，如，第一家设立离行
式自助银行，第一家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第
一家推出私人银行服务等。 专注零售财富

管理、 小微金融服务等领域， 招行已在长
沙、株洲、湘潭、衡阳、娄底等地开设54家分
支行、135家离行式自助银行。

招行长沙分行还坚持基础设施建设优
先、国有大中企业优先、科技开发优先、有
效益的中小企业优先， 致力于满足企业融
资需求。据初步统计，该行18年来在省内高
速公路、轨道交通、机场、水利、电力等行
业，累计投入8300亿元信贷支持，有力支
持了地方经济发展。

财税改革 攻坚前行

让企业“轻装上阵”
———我省打出一套减税清费“组合拳”

安全生产曝光台
省安委办、湖南日报社联合举办，
省安责险防灾防损办协办

超员、超速、GPS平台损坏或关闭

多地校车监管“失效”

严重超载，逃生应急开关无法正常开启，灭火器成摆设，GPS平台长时间停用———

道路交通运输隐患重重

消毒餐具该不该收费，预付式消费乱象如何规范，
个人信息怎么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听证

招行入湘18年 资产突破600亿

生态经济
富民

7月13日， 茶陵
县万樟园林现代农
业产业示范园，村民
们在紫薇花园内除
草。该园采取苗木种
植合作社的形式，近
年发展社员 180多
户，村民们从中可以
获得种植苗木、流转
土地和务工的收入。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周月桂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李文峰 罗
程 曾昭旭）“我们给‘炎陵黄桃’贴上了‘身
份证’———二维码。消费者只要拿手机扫一
扫，就能知道产品的成长过程、用肥及用农
药等方面信息。”今天，炎陵县农业局总农
艺师刘玉芳向记者介绍。

为了让消费者吃到正宗的“炎陵黄

桃”，炎陵县今年推行农产品身份标示“满
天星计划”，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防伪溯源
平台。 该平台主要有二维码识别、 登录网
页、一体机扫码验证3种识别方式。其中在
农产品上贴二维码， 消费者只要用手机扫
一下，就可了解产品上市时间、食用期限等
信息。

炎陵黄桃有了“身份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