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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北京市定价目录 4 月 1 日实施 定价项目由 41 项缩减为 36 项

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放开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海亮）本市政府
定价事项只减不增，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
等 5项价格放开，定价项目进一步压缩
10%。这意味着政府价格权力清单再次“瘦
身”，进一步简政放权。记者昨天从北京市
发改委获悉，新版北京市定价目录将于 4
月 1日起实施。
这是北京市时隔两年再次修订实施定
价目录。新版定价目录中的定价项目将由
2016年版的 41项缩减为 36项，其中新放

开 5项，包括转供水价格、地震安全性评价
服务收费、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电动汽
车充电服务费、5项市场交易服务费；按国
家要求新增 1项市内短途管道运输价格；
合并司法鉴定服务收费和公证服务收费为
司法服务收费。“实际缩减幅度近 10%。”市
发改委价格综合处有关负责人说。
2016年1月，北京市发改委曾经修订过
一次定价目录，将政府定价项目由原来的 94
项大幅减少到 41项，缩减幅度达到 56%。

4 月 1 日迎环保税首个征期
费改税后纳税人少填 2/3 报表
昨日， 国家税务总局举行 2018 年第一季度税收政策解读新闻发
布会。 北京晨报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环保税的首个征期在 4 月 1 日，
目前全国已有 26 万多户纳税人在税务机关识别认定。

纳税人填报和计算负担将减轻

5 个定价项目放开
地震安全性评价
服务收费

转供水价格

电动汽车
充电服务费

律师诉讼
代理服务收费

5 项市场交易
服务费

据悉，环境保护税法于今年 1月
1日起正式实施，按税法规定，环保税
按月计算，按季度申报，4月 1日将是
环保税的首个征期。
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
行为税司副司长孙群介绍，目前各地
税务机关共识别认定环保税纳税人
26万多户，并基本完成网络报税系统
与金税三期核心征管系统的联调测
试，确保首个征期纳税人能足不出户
进行网上申报。截至目前，全国累计
辅导环保税纳税人 19万多户，占已
识别认定户数的 72.9%。
孙群表示，《环境保护税纳税申
报表》已于 1月 27日正式发文公告，
纳税人根据申报表要求做好首期纳
税申报准备。为方便纳税人申报缴
税，税务部门将原来排污费按不同行

业制定的报表模式调整为按“水、气、
声、渣”四类污染物制定的报表模式，
这就使得报表数量和纳税人填报字
段量减少 2/3左右。
同时，通过报表结构优化，进一
步减轻纳税人填报负担。环保税税务
报表采用了“纳税申报表 +基础信
息采集表”的结构，一次性采集纳
税人的排放口、污染物种类等基础
信息，每季度申报时可自动带入申
报表中。此外，孙群介绍，纳税申报
表与基础信息采集表均采用了“主
表 +附表”的结构，纳税人通过网
报系统申报，申报表主表数据项均
可由其附表或基础信息表自动带出
或自动计算，自动生成环保税申报
表主表，有效减轻纳税人填报和计
算负担。

消除“走出去”企业重复征税
【解读】

问：此次哪些价格放开了？
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等 5 项价格放开

对于价格放开的原则，市发改委价格
综合处有关负责人称：“凡是能由市场形成
的价格都交给市场，能放开的坚决放开。”
新放开的 5项价格中，第一类属于市
场化程度较高领域，包括地震安全性评价
服务收费、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电动汽
车充电服务费 3项，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激发市场活力。
第二类是具备放开条件的领域。由于
相关交易服务平台定价管理形式不一，运
行情况良好，为深化“放管服”、减压政府定
价的涉企经营性服务收费项目，放开 5项

市场交易服务费，包括建设工程施工和设
备招投标、专业劳务发包承包、勘察设计招
投标、监理招投标、材料设备招投标以及园
林绿化建设工程招投标。由于受供水双方
具备平等协商地位，且不涉及社会公众利
益，因此放开转供水价格。
此外，在法律、法规政策调整的领域，随
着盐业体制改革进程，食盐价格已于 2017
年 1月 1日起放开，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于
2017年 9月 1日起施行，此次删除了目录
说明中关于食盐和民办学历教育收费按相
关办法管理的表述，实行市场调节价。

问：价格会不会“一放就乱”？
每个放开项目建专项监测预警机制

针对社会公众“一放就乱”的疑虑，市
发改委价格综合处有关负责人强调，新
放开的项目，政府并不是“一放了之”，而
是通过放开政府定价权限，将政府价格
管理的重心和精力从直接制定价格水平
转到价格公共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上
来，政府将更注重行业监管机制的完善、
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以及公开公平市场
环境的营造。

对于新放开的政府定价项目，政府将
通过健全市场价格行为规则、加强市场价
格行为监管和完善价格社会监督体系三方
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确保市场平稳。
针对每个放开的具体项目，将会同行
业管理部门一起召开政策解读和提醒告诫
会，建立专项监测预警机制，持续关注市场
价格动态。如出现价格违法行为，将依法严
肃查处，维护好良好的价格秩序环境。

问：如何推进政府定价领域的透明度？
不断完善价格听证等定价制度

市发改委价格综合处有关负责人表示， 政务公开，提高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对于政府定价的领域，将不断健全完善成本
同时，本市还将研究完善涉及低收入
调查监审、专家论证、公开征求意见、价格听 困难群体的专项救助保障兜底政策，切实
证、集体审议、政策效果评估等定价制度，推进 维护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联合
印发了《关于完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
抵免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84
号），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
刘宝柱介绍说，所谓“境外所得税收
抵免”是指企业取得境外所得，在境
外直接缴纳或间接负担的企业所得
税性质的税额，可以从其国内应纳所
得税额中抵免的办法。刘宝柱表示，
这一举措可消除国际重复征税，《通
知》对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进行了
完善，“这使得企业的抵免更加充分，
有效降低企业境外所得总体税收负
担，更好地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

为更好地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
略，为我国“走出去”企业提供税收服
务，国家税务总局最近发布多项公
告，对多项国际税收征管事项进行了
明确。据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副
司长黄素华介绍，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四部门联
合发布文件，对境外投资者暂不征收
预提所得税的条件、享受优惠的程序
和责任、后续管理、部门协调机制等
作了具体规定。国家税务总局还单独
发布公告，明确相关配套征管制度，
确保政策及时执行到位。
北京晨报记者 杨亦静

京津冀三地楼市同步降温
国 70个大中城市中居 62位。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海亮）国家
从津冀两地看，环京地区新建商
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京津
冀三地协同发展成效数据。数据显 品住宅价格同步降温。2017年，天津
示，在三地协同调控下，2017年京津 和石家庄的新建商品住宅同比价格
冀楼市同步降温，其中，二手住宅降 指 数 分 别 由 1月 份 的 124.4%和
118.9%，回落至 12月份的 100.1%和
温明显。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 102.9%；唐山和秦皇岛的同比价格指
在“3·17新政”的持续作用下，北京房 数在三季度开始回落，与年内高点相
地产市场迅速降温，住宅成交量快速 比，回落幅度分别为 2.1个百分点和
收缩，销售价格迅速下行。同时，京津 3.9个百分点。
二手住宅方面，“3·17新政”实施
冀协同调控力度不断加大，环京楼市
同步降温。具体来看，2017年北京商 以来，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大幅下降，
品房销售面积 875万平方米，比上年 价格回落趋势更为明显。2017年北京
下降 47.8%；天津商品房销售面积 二手住宅全年累计成交 13.43万套，
1482.12万 平 方 米 ， 比 上 年 下 降 同比下降 49.8%。二手住宅同比价格
45.3%；河北商品房销售面积 6425.9 由 1月份的上涨 34.6%回落至 12月
份下降 1.6%。12月份，北京二手住宅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3.8%。
新建商品住宅方面，住建部门数 价格环比下降 0.4%，连续 8个月保持
据显示，2017年北京新建商品住宅 下降态势，其中有 7个月领跌全国。
与此同时，环京地区二手住宅价
成交量低位徘徊，全年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 4.29万套，同比下降 49.3%，月 格也呈现下降或低位运行态势。2017
均销售 3574套，仅为上年的一半。 年天津和石家庄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
2017年 12月份，北京新建商品住宅 幅分别回落 24.2个百分点和 17.1个
同比价格指数较上年下降 0.2%，在全 百分点，唐山和秦皇岛保持低位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