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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瑞银
开放视角精选混合硬核来袭

据悉，在开年新发基金市场上，
就有一只由23年投研高手管理的产
品硬核来袭：国投瑞银权益投资总监
周奇贤担纲管理的国投瑞银开放视
角精选混合型基金于2021年1月15
日正式发行，投资者可通过中国农业
银行等各大银行、券商以及国投瑞银
官网等渠道购买。该基金将基于长
期基本面分析的价值投资理念，构建
以核心资产股与价值成长股为主的
投资组合，同时在严控风险的前提
下，争取长期优秀的风险调整后回
报。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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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
提出意见。

这些不合理收费，取消！

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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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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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启动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根据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
与省气象台联合会商，受不利气象条
件影响，扩散条件转差，1月12日-16
日将出现一次区域性污染过程，成都
平原、川南和川东北部分城市有轻度
至中度污染风险，个别城市有短时重
度污染风险。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
于1月11日零时起，启动重污染天气
黄色预警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按照
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机动车尾号限行
时间调整为工作日6:00至22:00。

具体如下：

一、全天禁止建筑垃圾运输车辆
以及运输煤炭、砂石（砖）、水泥等易
产生扬尘的运输车辆在中心城区、郊
区新城建成区道路上通行。

二、工作日6:00至22:00，禁止国
Ⅲ（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汽油车、柴
油车（特殊车辆除外）在成都绕城高
速公路（不含）以内道路上行驶。

三、工作日6:00至22:00，在中心
城区绕城高速公路（不含）以内区域
道路，实行汽车尾号限行，按照机动
车号牌（含临时号牌）的最后一位阿
拉伯数字尾号限行。即：星期一限行
尾号“1”和“6”，星期二限行尾号“2”
和“7”，星期三限行尾号“3”和“8”，星
期四限行尾号“4”和“9”，星期五限行
尾号“5”和“0”。

四、接送学生预约出行车辆限行
时间调整如下：

（一）申报预约出行车辆为国III
（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和国
III（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车，在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期间，按照《成
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0年修
订）》相关规定，工作日6:00至22:00，
在成都市绕城高速公路（不含）内区
域，禁止通行。

（二）已在“蓉 e 行”平台成功申
报预约出行，且预约车辆为国 III
（含）以上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和国III
（含）以上排放标准的柴油车，在重污
染天气黄色预警期间，工作日6:00至
7:30、20:00 至 22:00 以及已预约出行
的时段为不受尾号限行时段。

（据四川日报）

“没想到在成都的办证
窗口，就能直接打印出带有
重庆相关部门印章的营业执
照，太方便了。”1 月 8 日 10
时，成都市青羊区政务服务
大厅“川渝通办专区”企业登
记注册窗口前，重庆瓜瓜小
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张女士拿到登记机关
为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管局
的营业执照。与此同时，在
重庆江北区“川渝通办”服务
窗口，四川有声自远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先生也
顺利领取到营业执照。

当天，随着多份营业执
照相继发出，“川渝通办”商
事登记业务全面启动。在四
川各区(市、县)的注册登记窗
口和重庆的注册登记窗口，
都能开展这项异地“互办互
发、立等可取”服务。

川渝市场监管部门以推
行川渝市场准入“业务同标、
数据共享、系统互融”的一体

化发展思路，全面构建起
川渝营业执照异地“办、
发、领”一体化服务体系;按
照“三规范、三统一”要求，
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的名
称自主申报字词库、企业
经营范围规范化表述及企
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三
要素”进行“两地一体”统
一规范，实现申请人在川
渝两地任一窗口申请市场
主体登记注册适用同一规

则、同一标准。以“渝快
办”“天府通办”政务服务
平台为纽带，联合推出“川
渝通办”企业登记注册专
区。申请人可在专区内按
照系统指引进行认证注
册、信息填报及电子签名，
系统将智能匹配生成一套
标准规范的申请材料，申
请人对该材料确认提交后
即可快速完成营业执照异
地申请。两地市场监管部

门会按照管辖范围对已提
交的申请自动分类完成审
核处理。在此基础上，川
渝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创新
推出营业执照“异地互发”
服务平台。申请人可在川
渝两地任一方便前往的注
册登记窗口领取执照，畅
享异地办照“立等可取”。

川渝市场监管部门还
建立健全川渝两地市场
监管“跨省通办”一体化
服务机制、服务平台和服
务体系。各地设置“跨省
通办”服务专区，专窗、专
人、专办，为企业提供绿
色通道服务。省市场监
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两地市场监管部门
将围绕便利企业跨地区
生产经营和促进就业创
业这一主线，推动市场监
管领域更多政务服务事
项异地互办。

（据四川日报）

水电气暖这些收费全部取消

资讯

调试费等类似名目费用。

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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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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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入工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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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费用——

严禁政府部门、相关
机构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
计量装置强制检定收费；
检定费用由委托方支付，
但计量装置经检定确有问
题的，由供水供电供气供
热企业承担检定费用，并
免费为用户更换合格的计
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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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川渝通办”商事登记业务全面启动
营业执照“互办互发、立等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