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6日， 长沙市天
心区西文庙坪巷， 市民从

“道冠古今” 牌坊边经过。
当天， 由华声在线股份有
限公司等主办的“拾老城
烟火·忆西文庙坪”老长沙
文化征集活动启动。 即日
起至11月15日，广大网友
可通过华声在线新闻网
站、 新湖南客户端的活动
有奖征集通道， 参与旧物
征集等活动。

文/图 记者 田超 朱蓉

图片·新闻

本报8月16日讯 今天上午，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主持召
开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建设协调推进小组会议， 他强
调，要做到主线清晰、重点突出、
项目具体、政策明晰、机制健全，
全力以赴抓好创新示范区建设各
项工作，打造可持续发展样板，让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湖湘大地
开花结果。

省领导陈飞、易鹏飞，省政府
秘书长王群出席。

今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
意郴州市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
绿色发展为主题， 建设国家可持
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会上，郴
州市和省直相关部门先后汇报了
创新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

许达哲指出， 建设国家可持
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是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践行新发展理念，为全球可
持续发展提供中国经验作出的重
要决策部署。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
位， 切实扛起建设创新示范区的
重任， 全力以赴抓好创新示范区
建设各项工作。

许达哲强调，今年是创新示
范区破题起势之年，要坚持重点
推进，把体制机制创新、招商引
智、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示范区建
设的重中之重，落实各相关部门
和县市区责任，确保创新示范区
建设加快见效。 要凝聚思想共
识， 全力支持创新示范区建设。
突出规划引领，完善创新示范区
建设的规划、方案和行动计划等
顶层设计；对照可持续发展指标
体系，强化指标监测、评估考核、
跟踪问效。

■记者 冒蕞 刘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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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
言人孟玮8月16日说，推进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要始终坚持
依法依规，合理适度，防止失
信行为认定和记入信用记录
泛化、扩大化，防止失信“黑
名单” 认定和实施失信惩戒
措施泛化、扩大化，防止包括
个人信用分在内的其他信用
建设举措应用泛化、扩大化。

孟玮在当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防止信用机制被
滥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中重点关注、重点防范的问
题之一。“什么样的失信行为
将纳入信用记录，失信到什么
程度将列入‘黑名单’， 列入
‘黑名单’ 后将受到哪些制约
和惩戒，这些都要有明确的法
定依据。”她强调。

“我们注意到， 个别地方
违法违规将不适用于失信惩
戒机制的行为纳入个人信用
记录， 对发现的此类问题，已
及时进行纠正处理。”孟玮说。

为充分发挥信用约束作
用，引导纳税人诚信纳税，公

平享受减税红利， 近期国家
发改委会同税务总局联合起
草了《关于加强个人所得税
纳税信用建设的通知》，并征
求了各方面意见。

孟玮说， 税务领域诚信
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下一步将坚
持依法推进原则， 坚持业务
协同原则， 坚持纳税人权益
保护原则， 严格依照法律法
规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纳税
信用机制， 引导纳税人诚信
纳税，公平享受减税红利，推
动纳税服务领域信用体系建
设迈上新台阶。

截至7月底，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归集各类信用信
息约370亿条。“信用中国”网
站公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
等信用信息约1.97亿条。7月，
全国法院发布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33万例， 限制购买飞机
票256万人次，限制购买动车
高铁票9万人次， 此外，7月份
有15万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
行法律义务。 ■据新华社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 今年以来有关各方积极
努力， 全社会综合融资利率水平
总体稳中有降。 要继续保持这一
态势，特别是面对当前形势，要保
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坚持用改革
办法， 促进实际利率水平明显下
降，并努力解决“融资难”问题。

一要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形成机制，在原有1年期一个
期限品种基础上，增加5年期以上
的期限品种， 由各报价银行以公
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方式报价，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根据报
价计算得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并
发布， 为银行新发放贷款提供定
价参考， 带动贷款实际利率水平

进一步降低。
二要促进信贷利率和费用公

开透明。严格规范金融机构收费，
督促中介机构减费让利。

三要多种货币信贷政策工具
联动配合， 更大发挥担保体系作
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确保
实现年初确定的降低小微企业贷
款综合融资成本1个百分点的任
务目标。四要加强对有订单、有市
场、有信用企业的信贷支持，确保
不发生不合理抽贷、断贷。五要着
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强化正向激励和考核督导， 引导
银行积极拓展市场、 创新业务模
式、改进业务流程，更好服务实体
经济。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 部署运用市场化改革办法推动利率明显降低，解决“融资难”

对药品不合理涨价，必要时中止挂网

全力以赴抓好
创新示范区建设

防止失信“黑名单”认定和惩戒扩大化
今年7月，全国有256万人次被限制购买飞机票

国家发展改革委8月16日宣布，大幅下调征信服务收费标
准。此次征信服务收费标准总体降幅近50%，预计每年可为用
户节省成本支出约7.4亿元。

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降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
心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商业银行等机构查询企业信用报告
基准服务费标准由每份40元降低至20元，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基
准服务费标准由每份4元降低至2元。

根据通知，农村商业银行等9类金融机构查询企业和个人
信用报告继续实行优惠收费标准， 将独立法人直销银行增补
纳入优惠范围。 这些享受优惠政策的机构查询企业信用报告
收费标准由每份15元降低至10元。个人通过互联网查询自身信
用报告免费，通过柜台查询自身信用报告，每年前2次免费，自
第3次起每次收费10元。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 部署运用市场化改革办法推动实际利率水平明显降
低和解决“融资难”问题；确定加强常用药供应保障和稳
定价格的措施，确保群众用药需求和减
轻负担。

会议指出， 建立健全基本药
物、急（抢）救药等常用药保供稳
价长效机制， 事关人民群众健康
安全，是重大民生关切。要在已有
工作基础上， 针对部分常用药出
现短缺、价格不合理上涨的问题。

一是完善药品采购政策。加快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试点扩
面。对国家和省级短缺药品清单中
的品种允许企业自主合理定价、直
接挂网招标采购。对替代性差、市场
供应不稳定的短缺药品、小品种药，
采取集中采购、加强集中生产基地
建设等方式保供。研究加大急需药
品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促进国
内相关产业升级。

二是强化医疗机构用药管
理，促进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
提高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和二

级、 三级公立医院基本药物配备
品种数量占比。

三是加强预警应对， 搭建短
缺药品信息采集平台， 实施药品
停产报告制度， 推动医疗机构设
置急（抢）救药等库存警戒线，建
立健全短缺药品常态储备机制，
确保群众基本用药需求。

四是强化药品价格常态化监
管和价格执法， 对不合理涨价的
依法依规督促尽快纠正， 必要时
采取公开曝光、中止挂网等措施。
对医药企业开展信用评价， 完善
激励惩戒措施。完善法律法规，对
垄断、操控药品市场价格等行为，
依法实施巨额罚款、 市场禁入直
至刑事处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据新华社

运用市场化改革办法推动实际利率明显降低，解决“融资难”

加强常用药供应保障，确保群众用药需求并减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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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服务收费标准将大幅下调

解读

用市场化改革办法
推动实际利率水平明显降低

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部署运用市场化改革办
法推动实际利率水平明显降
低和解决“融资难”问题。

在会议提出的五项举措
中，“要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形成机制”这一举措，
受到市场高度关注。

目前， 我国利率体系表
现出“双轨制”特征，即尚未
完全市场化的存贷款利率和
完全市场化的货币市场利率
并存。

“由于利率‘双轨’的存
在，政策利率难以在货币、债
券、 信贷等金融子市场间有

效传导；金融产品定价难以及
时准确反映市场利率水平，不
利于资金从金融机构流向实
体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
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说。

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形成机制的具体措施 ,
“总结起来就两条， 一是增加
贷款基础利率（LPR）期限品
种，二是改革LPR报价方式提
高报价质量。” 民生证券首席
宏观分析师解运亮说，本次要
求各报价银行以公开市场操
作利率加点方式报价，有利于
促使LPR真正成为具有独立
意义的市场报价利率。

拾老城烟火
忆西文庙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