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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明确：这些收费全部取消
涉及水电燃气等领域；严禁以强制服务等形式收取不合理费用
水电气事关每一个人，但一些不合理收费困扰着民众。 近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
设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
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就清理规范
城镇供水供电供气等行业收费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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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合理收费，取消

取消供水企业及其所
属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
在用水报装工程验收接入
环节向用户收取的接水费、 增容费、 报装
费等类似名目开户费用， 以及开关闸费、
竣工核验费、 竣工导线测量费、 管线探测
费、 勾头费、 水钻工程费、 碰头费、 出图
费等类似名目工程费用。
取消供电企业及其所属或委托的安装
工程公司在用电报装工程验收接入环节向
用户收取的移表费、 计量装置赔偿费、 环
境监测费、 高压电缆介损试验费、 高压电
缆震荡波试验费、 低压电缆试验费、 低压
计量检测费、 互感器试验费、 网络自动化
费、 配电室试验费、 开闭站集资费、 调试
费等类似名目费用。
取消燃气企业应通过配气价格回收
成本的收费项目， 包括： 涉及建筑区划
红线外市政管网资产的增压费、 增容费
等类似名目费用； 涉及市政管网至建筑
区划红线连接的接驳费、 开通费、 接线
费、 切线费、 吹扫费、 放散费等建设及
验收接入环节费用； 涉及建筑区划红线
内至燃气表的设施维修维护、 到期表具
更换等费用。
取消与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
不相关或已纳入工程安装成本的收费项
目， 包括开口费、 开户费、 接口费、 接入
费、 入网费、 清管费、 通气费、 点火费等
类似名目费用。
取消北方采暖地区城镇集中供热企业
向用户收取的接口费、 集中管网建设费、
并网配套费等类似名目费用。
建筑区划红线内属于用户资产
的供热设施经验收合格依法依规移
交供热企业管理的， 相关维修
维护等费用由供热企
业承担， 纳入企业经

营成本， 不得另行向用户收取。
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 供水供
电供气供热企业的投资界面应延伸至用户
建筑区划红线， 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
有规定外， 不得由用户承担建筑区划红线
外发生的任何费用。
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
发生的入网工程建设， 由供水供电供气供
热企业承担的部分， 纳入企业经营成本；
按规定由政府承担的部分， 应及时拨款委
托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建设， 或者由政
府直接投资建设。
严禁向用户收取水电气热计量装置
费用。
任何单位代收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费
时， 严禁向用户加收额外费用。
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
网的建设安装、 更新改造、 维修维护等费
用已由政府承担的， 不得再向用户收取。
新建商品房、 保障性住房等建筑区划
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线及配套设备
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统一纳入房屋开发建
设成本， 不得另外向买受人收取； 投入使
用后， 可依法依规移交给供水供电供气供
热企业实行专业化运营管理， 相关运行维
护等费用纳入企业经营成本。
以上收费项目， 没有合法有效政策依
据的全部取消； 地方政府采取特许经营协
议等方式授权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以入
网费、 集中管网建设费、 并网配套费等名
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补偿收入的， 应结合
理顺水电气暖价格、 建立健全补贴机制逐
步取消， 具体取消时间由各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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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稳！ 2020年CPI
同比上涨2.5%

这些收费行为，严格规范

为满足用户个性化需
求所提供的延伸服务等，
应明确服务项目、 服务内
容，允许收取合理费用，实行明码标价。
对市场竞争不充分、 仍具有垄断性的
少数经营服务性收费， 可依法实行政府定
价或政府指导价。
城镇老旧小区水电气暖改造工程费
用，可通过政府补贴、企业自筹、用户出资
等方式筹措， 具体方式和费用分摊方案由
各地区结合实际确定。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应抄表到户、
服务到户， 严格按照政府规定的销售价格

向终端用户收取水电气暖费用。
对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暂未直抄到
户的终端用户，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水
电气暖费用中加收其他费用， 对具备表计
条件的终端用户， 应按照政府规定的销售
价格执行；对不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用户，
水电气暖费用应由终端用户公平分摊。
物业公共部位、 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
的运行维护费用等，应通过物业费、租金或
公共收益解决， 不得以水电气暖费用为基
数加收服务类费用。
严禁以强制服务、 捆绑收费等形式收
取不合理费用。
（据央视网）

据新华网消息 国家统计局 11 日发布
数据，2020 年全年，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比上年上涨 2.5%。“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5%左右”的物价调控目标较好实现。
2020 年 ，CPI 同 比 涨 幅 在 1 月 份 达 到
5.4%的高点后逐步回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主任郭丽岩分析，2020
年 CPI 运行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走势，全
年上涨 2.5%，保持在合理运行区间，顺利实现
了全年物价调控目标。
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 12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2%，11 月为同比下降 0.5%。
从环比看，CPI 由 11 月的环比下降 0.6%转为
环比上涨 0.7%。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分
析，2020 年 12 月份，各地区各部门巩固拓展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居民消费需求
持续增长， 同时受特殊天气以及成本上升影
响，CPI 由降转涨。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2020 年全年，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下降
1.8%。 12 月份，PPI 同比下降 0.4%，降幅比上
月收窄 1.1 个百分点。

短期健康保险
严禁
“短险长做”
据中新网消息 银保监会 11 日公布《关
于规范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严禁保险公司通过异化
产品设计，“短险长做”误导消费者。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健康保险业务快速发展，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 短期健康保险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
临一些问题。 例如，部分产品缺乏定价基础，
保额虚高；部分公司销售行为不规范，把短期
健康险当做长期健康险销售， 一旦赔付率超
过预期就停售产品，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利益；
核保理赔不规范；无序竞争，不利于全社会形
成正确的健康保险消费观念。
据介绍，《通知》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明确
监管要求，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向行业明确传
达了短期健康保险业务规范经营的信号。
一是规范产品续保。 明确短期健康险不
得保证续保， 严禁把短期健康险当做长期健
康险进行销售。 二是加大信息披露力度。 要求

保险公司每半年披露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整体
赔付率，接受社会监督。 三是规范销售行为。
严禁捆绑强制搭售， 限制消费者购买产品和
服务的权利。 严禁随意停售，保险公司停售短
期健康保险产品，应当披露具体停售原因、停
售时间，以及后续服务措施等信息。 四是规范
核保理赔。 要求保险公司规范设定健康告知
信息，不得无理拒赔。
上述负责人同时提醒， 购买健康保险的
目的是年轻时为老年做准备， 现在为将来做
准备。 短期健康保险的特点是期限短，年轻的
消费者购买产品的价格会比较便宜， 但短期
健康险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消费者因健
康状况变化导致医疗费用风险增加， 消费者
再次购买产品的价格会升高， 同时也会面临
产品停售，无法再次购买的情况。 因此，消费
者在选择健康保险产品时， 不仅要关注产品
的价格， 还要关注产品的长期保障功能和保
障水平。

一家四代
接力照顾同村老人80年
在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王孟镇仝沟村，
83 岁的五保老人仝狮子 3 岁时没了爹娘，被
村民仝顺祥收养。 此后的 80 年里，仝顺祥一
家四代人接力精心照顾仝狮子至今。 最难能

可贵的是，孙女仝小占更是带着老人出嫁，在
当地传为佳话。 2020 年 10 月，仝俊甫、陈香
菊、仝小占入选“
中国好人榜”。
（据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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