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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精读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唐爱平）
取消13项收费、降低5项收费，市场化
14项经营服务性收费……今天，省发
改委召开媒体通气会，解读《关于运
用价费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的意见》相关政策。 这次价费政策涉
及房地产（矿产）、机动车驾考、企业
纳税、劳务派遣等与企业、群众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多服务内容。初步
匡算，每年可为企业、群众减负2.7亿
元，减少政府管价金额20亿元以上。

为进一步扩大有效需求，保持经
济增长的良好势头，省发改委、省财
政厅于9月中旬出台《关于运用价费
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共15条，可归纳为三类：
一类是简政放权，规范收费行为，

减轻企业负担。主要包括：取消非住房
抵押土地交易服务费等13项收费，降
低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等5项收费，
社会化考试服务费等14项经营服务性
收费实行市场化调节； 建立和实施涉
企收费目录清单，政府定价、政府指导
价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目录清单之外的一律禁止； 分批分类
公布涉及建设项目、矿产资源、流通环
节、汽车行业等收费，接受企业和社会
监督； 坚持并完善涉企收费政策接待
日制度，将暂免小微企业管理类、登记
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改为长期
措施；整治规范商业银行收费，依法查
处违规收费行为， 着力缓解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

一类是运用价格杠杆，促进投资，
促进生产流通。主要包括：运用电价和

收费等政策，促进电力环保产业、电动
汽车、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和投资增长；
改进药价管理方式，促进低价药生产、
消费；实行非公立医疗机构水、电、气
与公立医疗机构同价， 减免医疗机构
建设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放开非公
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和公立医疗
机构部分非治疗性个性化医疗服务价
格， 放开研究生阶段非学历教育收费
审批和民办幼儿机构收费备案审批，
试点放开民办学历教育收费， 鼓励民
间资本投资医疗、教育等领域；继续实
施农业生产优惠电价和鲜活农产品运
输“绿色通道”政策；运用价格调节基
金，大力扶持蔬菜等“菜篮子”产品生
产和平价店建设。

一类为加强民生等价费监管，维
护健康的市场价格秩序。 主要是：出

台旅游景区淡季门票降价措施，打击
价格欺诈，扩大旅游、餐饮消费；加强
房地产价格监管，完善商品房明码标
价；继续开展“发展环境优化年”收费
专项检查；加强价格监督和反价格垄
断执法，严厉查处各种侵害企业群众
利益的价格违法行为。

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汤兹
在解读《意见》时指出，价格机制是市
场机制中最敏感、 最有效的调节机
制，此次价费政策调整，除取消13项
收费、降低5项收费之外，还将14项经
营服务性收费交由市场调节，有利于
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能更好地发挥
价格杠杆作用，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同时，运用价格手段鼓励民间资本投
资医疗、教育等领域，也可解决就医
难、入园难等日益突出的民生问题。

本报9月22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罗云峰 尹志伟 ）9月17日
至22日， 我省在长沙举行第二轮
（2014-2016年） 特色县域经济重
点县竞争性遴选工作。来自14个市
（州）的36个县（市、区）通过遴选，
角逐9个重点县名额。

第二轮特色县域经济重点县重
点支持产业仍为文化旅游业、 农副
产品加工业、 特色制造业3个产业，
每个产业扶持3个重点县， 连续3年
每年对每个重点县扶持6000万元。

“请大家伴随着我的陈述走进
森林王国绥宁……”；“1+1>2，祁
东县有枣果种植优势，衡南县有枣
果加工产业优势，两地联合优势互
补！ ”文化旅游业、农副产品加工
业、 特色制造业3个产业遴选组先

后开展现场陈述答辩，36个参选县
（市、区）负责人既陈述了各自的优
势，也回答了评委的提问。 与第一
轮特色县域经济重点县遴选不同
的是，第二轮遴选出现了联合申报
的县（市、区），其中有4个市（州）由
两个县（市、区）联合申报农副产品
加工业重点县。

据悉，本次遴选采取申报材料
审查、现场陈述答辩、遴选综合评
分、确定初选名单4个步骤。

副省长何报翔、张硕辅、黄兰
香分别担任文化旅游业、农副产品
加工业、 特色制造业3个产业遴选
组组长兼主评委。 每个产业遴选组
将遴选情况报省政府，将由省政府
常务会议研究确定第二轮特色县
域经济重点县名单并公示。

9月22日， 洪江市残联工作人员来到深渡苗族乡， 为残疾群众办理残疾证。 今年来，
该市残联转变工作方式， 利用乡镇赶集日， 到边远山区上门为残疾群众提供办证、 健
康咨询等服务。 杨锡建 李林 摄影报道

刘昌海

近期，多家知名景区宣布上调
门票价格。 统计显示，国内5A级景
区平均票价已迈入“百元时代”。 专
家指出， 景区票价要体现公益性，
应建立合理的票价生成机制，而长
远看， 景区应摆脱 “门票经济”依
赖， 谋求向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
（9月18日央广新闻）

要想让景区摆脱 “门票经济”
的依赖 ， 还得靠市场的竞争来解
决。 培育好当前的旅游市场，不断
开发旅游资源，让游客有更多的选
择，才能让景区在门票之外想更多
的法子。

现实中 ， 很多景区都远离城
市，景区内也不具备大规模开发商
业设施的条件，唯一的卖点就是景
点本身，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门
票。 打一个比方说，人家杭州是五
星级酒店，完全可以靠酒水免费吸

引顾客 ，只要顾客来了 ，其他一条
龙的服务会把钱挣回来，其他景区
只是一个小酒吧，本身只能靠酒水
赚钱，跟在人家后面有样学样无异
于自寻死路。

全国的景区都靠门票涨价维
系自己的收入水平 ， 这当然不正
常 ， 但让所有的景区免费也不现
实。 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通过市
场之手， 实现旅游市场的细分，有
条件像杭州一样，可以通过景区带
动城市的总体旅游收入，实现门票
的免费或者低价；对于那些单纯以
景区为主要收入手段的景区，则要
在景点开发和服务上下工夫，让买
了高价门票的游客物有所值。

总之，要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
手， 让景区感受到竞争的压力，才
会真正摆脱全国一致的单纯的“门
票经济”， 各个景区才会不断挖掘
自身的特点， 给游客提供更多、更
好的旅游产品。

本报9月22日讯（记者 沙
兆华 通讯员 罗雪梅） 今天，
我省农村“法律明白人”培训
班在长沙开班。 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谢勇在开班仪式上讲
话，并以“农村基层民主法治
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为
题为学员上了第一堂课。

培训班由省委法治湖南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司
法厅联合举办，来自全省农村
基层的千余名“法律明白人”
将分期参加学习。 农村“法律
明白人”主要由村支两委干部
和综治、调解人员、义务法制
宣传员以及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等构成。 通过培训，将提
高“法律明白人”农村法制宣
传教育水平，提升他们依法化
解基层矛盾纠纷能力，解决法
治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问题。

谢勇指出， 多年实践证

明， 农村“法律明白人” 是
新形势下开展农村普法教育
的有效载体， 是推进农村基
层法治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
“法律明白人” 应当切实做好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开展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及
时化解邻里矛盾纠纷， 做到
“小事不出村”，为维护基层和
谐稳定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
用；“法律明白人”要注重法制
宣传教育与法律服务相结合，
加强农村法律服务和法律援
助工作， 为农村经济发展、农
民生产生活提供法律服务，进
一步扩大农村法律援助覆盖
面。“法律明白人”要大力推进
依法治村、 民主管理， 当好
“村支两委” 的法律参谋和助
手。 他强调说， 全省各地各
有关部门要不断健全机制 ,为
“法律明白人” 队伍建设提供
有力保障。

摆脱“门票经济”
还得靠市场之手

36县角逐9个重点县名额
我省开展第二轮特色县域经济重点县竞争性遴选

价费政策调整每年减负2.7亿元
●取消13项收费，降低5项收费，14项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市场化调节
●建立和实施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目录清单之外的一律禁止
●出台旅游景区淡季门票降价措施

农村“法律明白人”来长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