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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广东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党支部

2018 年度组织生活会暨民主评议党员会议

2019 年 3 月 21 日下午，广东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党

支部在会议室召开 2018 年度组织生活会暨民主评议党员会议，

会议由支部书记彭武迎同志主持，协会执行秘书长陈创城同志、

支部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本次会议特邀请广东省社

会组织管理局党建指导员刘愉能同志到会现场指导。

会前，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广东省党支

部规范化指导意见》、《省社会组织党委关于落实<广东省加强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实施方案》，

为开好组织生活会做充分准备。

会上，首先由党支部书记彭武迎同志进行述职，报告了 2018

年度支部工作情况和 2019 年工作思路。彭武迎表示，任职两年

以来，在支部党员配合下，在协会领导、秘书长的关心支持下，

支部在抓好落实党建基础工作、加强支部党员队伍建设、切实

开展党组织党建服务活动工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

他还强调，党支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距离上级党组织

要求及其他先进支部之间还有些差距。未来，协会党支部将积

极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和协会的要求，结合协会实际，加强与

兄弟单位党支部联动，将支部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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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各位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对支部近年的工作、作风

等进行了评议。各党员同志结合自身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开

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直面问题，不讲空话套话，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入党积极分子也对支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和建议，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协助支部党建工作。

最后，刘愉能指导员作了总结讲话，他认为广东省价格和

产业品牌发展协会党支部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是做了很多工

作，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也得到了省社

会组织党委的高度认可，希望支部继续努力，保持先进！执行

秘书长陈创城同志也对2018年协会的党支部取得成绩予以充分

肯定，表示协会将再接再厉，继续做好党建工作，配合上级组

织要求，力争创建优秀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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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稳”字当头 近二十个城市微调楼市政策

“房住不炒”的基本面并未出现变化

春节过后，地方政府针对楼市的配套措施和调控政策陆续

发布。2 月 26 日，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南京坚持房

价稳控政策不动摇》，提出南京市在房价过快上涨期间对房价

采取了一系列稳控措施，防范大起大落风险。未来，将坚持房

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力度不放松。

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当前全国近 20 个城市对楼市调控

进行了微调，“因城施策、分类指导”的特点更为突出。

从今年 1 月开始，海口、广州、西安、大连、常州等城市

陆续发布了人才引进政策。例如，海口放宽人才落户的学历年

龄限制；西安取消本科学历落户年龄限制；广州市放宽引进人

才的落户限制。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些城市针对人才引进的

新政策，对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将产生短期的利好作用。

克而瑞研究中心研究员杨科伟分析认为，虽然各地楼市政

策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但主要还是因地制宜，“房住不炒”

的基本面并未出现变化。结合各地的落户新政来看，本质还在

于优化人口结构，以真实的居住需求带动本地楼市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从全国 20 个典型城市 2 月以来的项目去化

率表现来看，多数城市的去化率延续了下行趋势，仅有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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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郑州、南京、深圳、常州等 6 个城市项目开盘去化率有

了明显提升。

“随着部分城市楼市调控的微调、局部土地市场的回暖以

及部分项目价格回调，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短期小幅回暖、少

量项目热销的现象，但难改总体市场下行调整的大趋势。”杨

科伟表示。

总的来说，2019 年房地产政策面基本维稳，“因城施策、

分类指导”的特点会更加突出，不同城市市场分化将加剧。具

体来看，一二线城市有望低位企稳，市场表现将优于三四线，

部分购买力透支、经济基础较差、缺乏人口支撑的弱二线和三

四线城市将面临较大的去化风险。（记者 高伟）

来源：经济参考报

油价“四连涨”多地 92 号汽油重回“7 元时代”

国内油价 28 日迎来“四连涨”，消费者出行成本不断增加。

本次调价后，云南、四川等多地 92 号汽油重回“7 元时代”。

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自 2 月 28 日 24 时起，国内汽油价

格每吨上调 270 元，柴油价格每吨上调 260 元。

据卓创资讯、隆众资讯等机构测算，本次上调折合 89 号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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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涨 0.20 元/升，92 号汽油涨 0.21 元/升，95 号汽油涨 0.22

元/升；0 号柴油涨 0.22 元/升。

2019 年开年以来，国内油价共调整四次，均为上调。此次

调价后，今年汽油累计涨幅 670 元/吨，柴油涨幅为 645 元/吨。

中新网记者统计发现，2019 年以来，92 号汽油累计涨 0.53

元/升。

私家车车主的出行成本将有所增加。以油箱容量 50L 的普

通私家车计算，这次调价后，车主们加满一箱油将多花 10.5 元

左右。而对满载 50 吨的大型物流运输车辆而言，平均每行驶一

千公里，燃油费用增加 88 元左右。

中宇资讯统计的 30 个省市汽柴油升价显示，调价前，92

号汽油除海南升价“7”字打头外，其余省市升价徘徊在

6.66-6.91 元/升。此次成品油上调兑现后，云南、四川、重庆、

贵州、广西等多地将重回“7 元时代”。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 3 月 14 日 24 时开启，有分析称届时

或出现“五连涨”。

“目前，国际原油市场利好因素仍占上风，欧佩克减产进

程较为顺利，沙特表示减产有可能延续到下半年。加之委内瑞

拉等地缘局势不稳，都给市场带来积极支撑。”隆众资讯分析

师李彦说，预计下一轮成品油调价上调的可能性较大。（记者 邱

宇）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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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为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减税
明确适用方式

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实施支持

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具体操作问题的公告》。

《公告》调整和完善了相关政策内容，还明确了个体经营和企

业招用重点群体适用税收优惠政策的方式。

就业是 13 亿多人口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

撑。为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四部门印发《公

告》，调整和完善了相关政策内容：

一是提高扣减标准。将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零就业

家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

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重点群体从事个

体经营扣减税款的标准由每户每年 8000 元提高到每户每年

12000 元。将企业招用重点群体人员扣减标准由每人每年 4000

元提高到每人每年 6000 元。

二是取消行业限制。将享受优惠的招用重点群体就业企业

的行业范围由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

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放宽到

所有增值税纳税人或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企业等单位，为各市

场主体吸纳就业提供统一的税收政策。

《公告》还明确了个体经营和企业招用重点群体适用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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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的方式。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事个体经营的，自行申报纳税并享受

税收优惠。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零就业家庭、城市低保

家庭的登记失业人员，以及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可持《就

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下同)、个体工商户登记

执照(未完成“两证整合”的还须持《税务登记证》)向创业地

县以上(含县级，下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符合

条件的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行申报纳税并享受税收优惠。

享受招用重点群体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向县以上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递交申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经核实

后，对持有《就业创业证》的重点群体，在其《就业创业证》

上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核发《企业

吸纳重点群体就业认定证明》。符合条件的企业自行申报纳税

并享受税收优惠。

《公告》将优惠政策管理方式由备案改为备查：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从事个体经营享受优惠的，直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纳税时享受优惠，无备查材料留存；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

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

记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享受优惠的，留存《就

业创业证》备查；招用重点群体就业的企业享受优惠的，留存

《就业创业证》《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认定证明》《重点群

体人员本年度实际工作时间表》备查。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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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

广东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关于核发价
格评估鉴证机构和专业人员登记证书的公告

（第四批）

根据《资产评估法》和《广东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

价格评估鉴证机构和专业人员管理办法（修订）》（粤价产协

﹝2018﹞90 号）的有关规定，已为 11 个价格评估鉴证机构核发

了价格评估机构登记证书，为 36 名价格评估鉴证专业人员核发

了执业登记证书。

附件 1：价格评估鉴证机构登记名单(第四批）

附件 2：价格评估鉴证专业人员执业登记名单（第四批）

广东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

2019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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