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冒蕞）今天，省政府召开全省“互联网+政
务服务”和政务公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
前，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作出批示，要
求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增强抓
好“互联网+政务服务”和政务公开工作
的自觉性、紧迫感，以一流的标准、一流
的服务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和满意度。

许达哲在批示中指出，“互联网+政务
服务”和政务公开工作是深化简政放权、转
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是了解群众、联系
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有效途径，也是优
化营商环境、释放市场活力的有力举措。全
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切实增强抓好“互联网+政务服务”
和政务公开工作的自觉性、紧迫感，完善政
务服务事项清单，整合共享政务信息系统，
建设好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的网上政务
服务平台， 提高政务服务的标准化智能化
便民化水平，以一流的标准、一流的服务提
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要
坚持问题导向，勇于自我革命，加大简政放
权力度，深化“放管服”改革，将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确保权力运行更加公正、高效、
廉洁、规范。要围绕壮大实体经济优化政务
服务，加快营造更加规范、优质、高效的营
商环境，吸引更多更强市场主体落户湖南，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新动力、
作出新贡献。 荩荩（下转3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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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让群众少走路，数据多跑腿。今天召开的
全省“互联网+政务服务”和政务公开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透露， 我省将加快深化

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计划到今年底，
全省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率将达
80%以上。

荩荩（下转3版③）

晨风

透视当前长沙房地产市场“高烧 ”不退 、
炒房成风的表象，分析背后的症结，有些情况
值得关注与深思。

开发商“捂盘惜售 ”，故意扰乱市场正常
秩序。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一些开发商有意放
缓施工进度，或者不服从价格监制反复询价；
有的楼盘封顶1年多了就是不开盘；有的靠拉
升二手房价格与政府的限购限价政策拉锯 、
博弈；有的开发商在摇号过程中，故意募集超
过房源数几倍甚至十多倍的客户前来认购 ，
人为制造供需紧张气氛。

有种观点认为，房价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现在什么都涨，房价也必然要涨。还有房地产
商认为，政府实施调控措施，挤压了其利润空
间，于是故意采取拖、缓、慢等“软手段”，给调
控措施设置“软阻力”。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
短则三年，长则五年，目前进入市场的新建商
品房，基本上是几年前的土地成本，由于当下
“二手房”与新建商品房价格倒挂，有的开发

商以“二手房”价格逼迫政府，幻想着调控政
策“开闸”，以便牟取暴利。

部分违规中介和 “黑中介” 投机问题突
出。这些兴风作浪的中介机构，发布二手房虚
假价格信息，哄抬二手房市场价格，引起买房
恐慌和卖方疯狂，加剧房价非理性上涨，他们
是一二手房价格倒挂的主要推手； 有的造假
骗取购房资格， 利用有购房资格而无购房意
愿的人占据房源 ，严重扰乱市场交易 ；有的
与开发商里应外合 、暗中勾结 ，以收取高额
“茶水费”的形式提供“内部房源”。去年长沙
“5·20”新政出台后，原来已预订但因购房者
被取消购房资格的这部分房源， 被开发商与
中介瓜分， 以高出原来定价10余万元乃至近
30万元的价格进入市场。

“买到即赚到”的现实，助长了部分市民
的投机心态，抬升了他们的预期。现在，不少
普通市民把购买房产作为主要投资渠道 ，千
方百计寻找买房机会； 有些人明明没有购房
资格，却想方设法钻政策的“空子”，在户口 、
个税证明方面造假；还有些人耍起了小聪明，

通过购买杂屋、 购买格子商铺的形式非正常
落户。

凡此种种不正常现象 ，不一而足 。结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价值、 使用价值、
交换价值的论断，再看长沙楼市，恐怕一些打着
“刚需”幌子的购房者，追逐的早就不是房子的
使用价值，而是奔着“一夜暴富”的目标而来。

据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 长沙市商
品房供应不存在供需失衡、供应紧张的情况。
目前长沙市区户籍人口 （347万 ）加流动人口
（249万）， 人均住房面积已超过45平方米，套
均面积已超过125平方米 。2018年1至5月 ，全
市新建商品住宅供应622.5万平方米， 同比增
长31.77%； 新建商品住宅成交731.86万平方
米 ，同比增长24.91%；市场的存量房 、在建房
源、 土地供应量等主要指标均十分充足 。可
见，现阶段长沙房价高企，并不是供需矛盾 ，
而是炒房投机行为作祟。

促进长沙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就
必须对炒房投机行为出重拳， 决不能让长沙
成为投机者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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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同当日抵京对中国进行
访问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
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两国领导人就当前中朝
关系发展和朝鲜半岛局势坦诚深入交换了意
见，一致表示要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
关系， 共同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面临的良
好势头向前发展， 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
定、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我们高兴地看到，金正恩委
员长同志同特朗普总统在新加坡举行重要会
晤，就实现半岛无核化、建立半岛持久和平机
制达成原则共识，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对此高
度评价。金正恩委员长同志专程来华访问，体
现了对中朝两党两国战略沟通的高度重视，
我对此高度评价。

习近平强调，在不到3个月时间内，我同
委员长同志3次会晤，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指
明了方向，开启了中朝关系发展新篇章。中国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 无论
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中国党和政府致
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
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
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 我愿同委
员长同志一道， 继续落实好双方达成的重要
共识，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立足国情、放眼
世界，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探索出一条
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高兴地看到，
朝鲜作出了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重大
决定， 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
阶段。我们支持朝鲜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支
持朝鲜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金正恩表示非常高兴时隔不久再次见到
习近平总书记。他强调，中国是我们伟大的友
好邻邦，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是我们非常尊敬
和信赖的伟大领导人。 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
志和中国党、政府、人民一直以来对我本人和
朝鲜党、政府、人民的真挚友好情谊与宝贵支
持。 我将带领劳动党全体党员和朝鲜人民认
真落实好我同总书记同志所达成的重要共
识，把牢不可破的朝中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在有关各方
共同努力下， 半岛问题重新回到对话协商解
决的正确轨道， 半岛形势朝着和平稳定的方
向发展。 金正恩委员长同志为实现半岛无核
化、维护半岛和平作出了积极努力。这次朝美
首脑举行会晤， 迈出了半岛核问题政治解决
进程的重要一步。 希望朝美双方落实好首脑
会晤成果，有关各方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半岛
和平进程。中方将一如既往发挥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表示， 前不久举行的朝美首脑会

晤取得符合各方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的积极
成果。 如果双方能一步步扎实落实首脑会晤
共识，朝鲜半岛无核化将打开新的重大局面。
朝方感谢并高度评价中方在推动半岛无核
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希望同中方及有关各方一道， 推动构建朝鲜
半岛持久牢固和平机制， 为实现半岛持久和
平共同努力。

会谈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北
大厅为金正恩委员长举行欢迎仪式。

会谈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为金正恩和
夫人李雪主举行欢迎宴会并共同观看演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国
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参加有关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崔龙海， 内阁
总理朴凤柱，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
墉，中央副委员长、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
中央副委员长、科教部部长朴泰成，人民武力
相努光铁，外务相李勇浩等参加有关活动。

新华社北京 6月 1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玻利维亚总统
莫拉莱斯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建
立中玻战略伙伴关系， 推动中玻关系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玻建交33年来，两国关
系持续稳定发展，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方赞赏玻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积
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动深化中
拉关系。我们愿同玻方一道，以两国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为重要契机， 不断深化各领域
交流和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开
辟新前景。

习近平强调， 中玻要做政治互信的友
好伙伴，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加强各领域各层级
往来。要做务实合作的发展伙伴，在“一带
一路”框架内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共同打造
投资、贸易、服务并举的合作新模式。中方
对进口更多的玻利维亚特色农牧产品持开
放态度。中玻都是文明古国，要做文明互鉴
的亲近伙伴， 探讨利用先人智慧更好应对
当今问题。要做多边协作的战略伙伴，继续
就联合国事务及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等
重大国际问题紧密协调立场， 共同维护发
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共同建设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携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莫拉莱斯表示， 玻利维亚人民对中国
深怀好感，钦佩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成就，高
度评价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为建设和
谐的人类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支持
和帮助玻利维亚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附加政
治条件，玻利维亚高度信任中国，愿意密切
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深化拉中合作
关系， 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公平正义作出
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 中拉合作的实质是南南
合作，体现为相互帮助、相互支持、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中方一贯在平等互利、共同
发展原则基础上推进同拉美国家合作，“一
带一路”为中拉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中方
愿同玻方共同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持续稳步发展。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关于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共同见证了共
建“一带一路”等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为莫拉莱斯举行欢迎仪式。 杨洁篪、 张春
贤、王毅、何立峰、何维等参加。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
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习近平同玻利维亚总统
莫拉莱斯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建立中玻

战略伙伴关系

不能让长沙成为投机者的乐园
———二论促进长沙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 � � �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冒蕞 刘笑雪）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召
开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第二次
会议。他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思想，坚
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要求落实到产业升级、通
道建设、开放合作、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等重点领域，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高
质量发展。

省领导陈向群、隋忠诚、陈文浩、赖明勇，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会议。

会议学习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 国家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
和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精神， 听取了我省
下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点工作安排

的汇报，审议了《湖南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重点工作实施方案（送审稿）》《湖南省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工作规则》
《湖南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
公室工作规则》等文件。

许达哲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自觉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正确把握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的五大关系和新时代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六大原则，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观念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稳
中求进、精准施策，努力把长江岸线湖南段
变成美丽的风景线， 把洞庭湖区变成大美
湖区，把“一湖四水”变成湖南的亮丽名片。

许达哲强调，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引领， 按照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委决策要
求，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点工作实施。

荩荩（下转3版①）

� � � � 许达哲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
小组会议上强调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逾八成省级政务服务事项将在网上办理
着力推进公安、工商、发改、住建等部门重点服务事项全程网上办理

6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当日抵京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这是会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金正恩委员长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发

全省“互联网+政务服务”和
政务公开工作电视电话会召开

许达哲作出批示

长沙炒房现象调查

起征点拟上调至每年6万元

个税法第七次修正百姓获益几何

■时事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