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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FG2019004

新兴县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

新府〔2019〕69 号

全县即将进入森林高火险时段，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发生，切实保护我县森

林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

林防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颁布森林防火禁火令：

一、禁火时间：从 2019 年 9 月 28 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8 日止。

二、禁火区域：全县所有林地及距离林地边缘 30 米范围内。

三、禁火期间，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野外用火行为：

（一）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等；

（二）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

（三）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四）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

（五）烧黄蜂、熏蛇鼠、烧山狩猎；

（六）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

（七）其他容易引起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

四、进入禁火区的车辆和人员，应当自觉接受临时森林防火检查站登记检查，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拒不执行本禁火令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立即向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报告。新兴县

森林火情报警电话：2955357，森林公安报警电话：2955460。

新兴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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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BG2019003

关于印发《新兴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

的通知

新发改价格〔2019〕20 号

各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新兴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按照通知要求，认真贯彻实施。

新兴县发展和改革局 新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新兴县交通运输局

2019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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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进一步完善本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形成机制，充分发挥

价格杠杆作用对供需关系的调节作用，促进停车设施建设，提高停车资源配置效率，规

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维护车主和停车设施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广东省定

价目录（2018 年版）》、市发展和改革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市交通运输局《转发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

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见》（云发改价格〔2017〕37 号）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新兴县区域内，停车设施经营者利用依法

设立的停车设施（含场地、泊位等，下同），提供机动车停放服务并收取机动车停放服

务费的各类经营行为。

第三条【部门职责】 县发展和改革局是本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价格主管部门，

负责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管理工作。涉及道路设置停车泊位的，须会同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进行规划。

县规划、住建、公安、交通、市场监督管理、财政、税务等部门及停车设施所在地

的各镇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停车设施规划、建设、管理等工作，协同发展和改

革局对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经营资质】 停车设施经营者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取

得主体资格。列入第六条定价范围的政府性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经营

者提供机动车停放服务并收费的，须得到有管辖权的各镇政府、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五条【管理原则】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应坚持改革创新，改进政府定价规

则和办法，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合理调控停车需求。坚持市场取向，依法放开具备

竞争条件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逐步缩小政府定价管理范围，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建设停

车设施。坚持放管结合，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停车服务和收费行为，维护市场正常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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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停车收费管理

第六条【定价范围】 以下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

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管理，具体价格管理形式由县发展和改革局依据广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定价目录（2018 版）的通知》（粤府办[2018]11

号）的相关规定确定。

（一）依法施划的道路人工或自动停车设施；

（二）城市公共交通枢纽站及换乘站配套停车设施；

（三）机场、车站、码头、旅游景点、口岸配套停车设施；

（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公办学校以及政府投资建设的博

物馆、图书馆、青少年宫、文化宫、体育馆等社会公共（公益）性单位配套停车设施；

（五）各级人民政府财政性资金、城市建设投资（交通投资）公司投资建设的室内

专业停车设施；

（六）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项目。

第七条【市场调节】 除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

务收费外，其他依法设立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

（一）社会资本全额投资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由经营者依据法律法规

和相关规定，根据市场供求和竞争状况自主制定。

（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由政府出资方与

社会投资者遵循市场规律和合理盈利原则，统筹考虑建设运营成本、市场需求、经营期

限、用户承受能力、政府财力投入、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等因素协议确定。

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停车设施，要通过招标、竞争性谈判等竞争方式选择社

会投资者，要建立政府与社会资本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收费标准调整与财政投入协调

机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成本、供求变动等因素，及时调整收费标准。

第八条【定价原则】县发展和改革局制定或调整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应当有利于

贯彻执行政府交通管理政策和改善城市环境，综合考虑停车设施等级、地理位置、服务

条件、供求关系、建设运营成本以及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

第九条【收费申报】 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由停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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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经营者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自行确定。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须

由停车设施经营者按规定报县发展和改革局审批。

第十条【公共（公益）服务】 社会公共（公益）性单位对服务对象开放的配套停

车场，原则上应免费提供机动车停放服务。为合理调节停车服务资源的利用或弥补正常

服务费用支出确需收费的，应当按本细则第四条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收费标准由县发

展和改革局按照优先满足服务对象停车需求的原则从低制定。

第十一条【差别收费】 要积极推行不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车型、不同时段机

动车停放服务差别收费，利用价格杠杆促进停车服务资源利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有

效促进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与公共道路资源利用。

不同区域停车设放，要根据停车供需状况差异，并考虑公共交通发展水平、交通拥

堵状况、道路路网分布等因素，划分不同区域，实行级差收费。供需缺口大、矛盾突出

区域可实行较高收费，供需缺口小、矛盾不突出区域可实行低收费。对城市外围的公共

交通换乘枢纽停车设施服务，应当实行低收费。

同一区域停车设施，区分停车设施所在位置、停车时段、车辆类型等，按照“路内

高于路外、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原则，制定差别化服务收费标准。适当扩大路内、

路外停车设施之间的收费标准差距，引导更多使用路外停车设施。对交通场站等场所及

周边配套停车设施服务，鼓励推行超过一定停放时间累进式加价的阶梯式收费。鼓励对

短时停车实行收费优惠。鼓励对新能源汽车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给予适当优惠。

第十二条【计费办法】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按不同车型或实际占用停车泊位数、

不同计费方式及不同时段等计费，具体计费办法由县发展和改革局确定。

（一）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按摩托车、小车、大车、超大型车四类车型区别计费。

小车为载重 2吨以下（含 2吨）或载客 20 座以下（含 20 座）的各种机动车；大车为载

重 2吨以上至 10 吨（含 10 吨）或载客 20 座以上的各种机动车；超大型车为载重 10 吨

以上的各种货车。

（二）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可以按次、分钟、小时、天（起止时间连续累加 24 小

时为 1天）、月、年为单位计费，也可以根据车位的供求关系实行累进或递减计费。

（三）机动车停放服务时段可分夜间、白天和昼夜，白天时段为 8:00（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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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含)，夜间时段为 18:00 至次日 8:00。也可根据实际将停车时段分为繁忙时段和

非繁忙时段。不同时段可实行不同收费标准，但跨时段前后不同收费标准的差异不应过

大。

第十三条【减免政策】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如下减免政策：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1．进入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设施（不含自动收费停车设施）停

车不超过 30 分钟的，有条件的可适当延长免费时限，具体延长时限由县发展和改革局

根据实际确定；

2．军警车辆、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辆及市政工程抢修车辆；

3．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车辆。

（二）鼓励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停车设施提供机动车免费停放或者设置免费停放

时限。

（三）在保证交通畅通、不影响社会治安环境、不影响公共场所的其他合理公共活

动空间、不影响相关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鼓励有条件的停车设施采取临时性

免费措施，鼓励社会公共（公益）性场所提供免费机动车停放服务。

（四）机动车辆因行政机关依法查封、扣押被拖曳至指定停车设施的，在查封、扣

押期间产生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应按指定停车设施收费标准执行，并由行政机关承担，

不得向当事人收取或变相收取。

第十四条【定价行为】 制定、调整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应当进行价格、成本调

查，就制定或调整价格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听取社会意见，制定、调整价格的决

定应当向社会公布。要通过政府网站公布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纳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

管理的停车设施名称、收费标准、收费依据等信息。

第三章 停车收费行为监管

第十五条【明码标价】 提供机动车停放服务的各类经营者，应当按照县发展和改

革局的规定实行明码标价，在停车设施入口处及缴费地点的醒目位置设置标价牌，标明

停车设施经营单位、地址、定价主体、收费标准、计费方法、收费依据、服务内容、免

费停放时限、投诉举报电话等，接受社会监督。机动车进入停车设施时，停车设施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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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标示或者记录机动车牌号和进入时间，机动车驶离停车设施凭该标示或记录交纳停

放服务费，停车设施经营者应当依法提供税务部门监制的票据。

第十六条【行为规则】 健全市场价格行为规则，加强停车服务收费市场行为监管，

对交易双方地位不对等、市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可结合实际通过制定或指导交易双方

制定行为规则、发布价格行为规范或指南等方式，合理引导经营者价格行为，维护市场

正常价格秩序。

第十七条【监督检查】 县发展和改革局应当依法加强对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监

督检查，依法查处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政策，违反明码标价有关规定，在标价

之外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实施价格欺诈行为，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方式或

者价格手段，欺骗、诱导需求者与他人进行交易，以及其他违法违规价格行为，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第十八条【协同监管】 停车设施规划、建设、管理的责任主体要科学编制停车设

施专项规划，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推进停车设施建设，提升停车信息化管理和停车

装备制造水平，加强停车综合治理，促进停车产业健康发展。县规划、住建、公安、交

通、市场监督管理、财政、税务等部门及各镇人民政府要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市场监管，

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形成多层次、全覆盖的监管网络，全面提升监管工作实效。

（一）停车设施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停车服务行业管理，制定完善服务标准和服务

规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依法制定机动车停放服务行为自律规范，引导停车设施

经营者合法诚信经营，加强内部管理，自觉规范服务行为，提升停车服务质量。加强对

停车设施经营者服务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无照经营、随意圈地收费等违规经营行为。

（二）停车设施行业主管部门应建立城市停车设施经营者、从业人员信用记录，纳

入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并按规定及时在当地政府信用门户网站上予以公开，建立健

全“黑名单”制度，对违法违规等严重失信行为实施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逐步建立以

诚信为核心的监管机制。

（三）对向停车泊位收取的城市占道费、经营权有偿使用费等，收取单位要公开相

关收支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公益性停车服务设施，停车设施行业主管部门要积

极研究探索由停车设施经营者通过网站等渠道公布收入、资金使用等信息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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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解释部门】 本实施细则由县发展和改革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实施时间】 本实施细则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此前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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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BG2019004

新兴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实行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

有关事宜的通知

新发改价格〔2019〕21 号

各镇政府、县直各单位、新兴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18 年版）》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居民生活用

气阶梯价格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4〕381 号）的相关规定，为促进

天然气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引导居民合理节约用气，建立管道天然气居民生活用气阶

梯价格制度，通过成本监审和召开听证会进行价格论证，经县政府同意，现就我县实行

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建立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

（一）居民生活用气阶梯分档气量。按照满足不同用气需求，将居民用户每户每月

用气量划分为三档，居民用气量不分季节，标准用气量每月每户第一档 0-30m³ ，第二

档 31-46m³，第三档 47m³及以上，按年用气量累总超额累进加价计费。

居民用户家庭人数以 4人为计量单位，超 4人及以上的，用户的常住人口数可凭居

民户口簿或公安机关、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有效证明核定，按居民生活用气月人均用

气量 7m³标准相应增加用气量。

（二） 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各档气量价格实行超额累进加价，居民生活用气

阶梯价格的第一档、第二档、第三档按 1：1.1：1.3 倍的比价确定，具体价格按现行居

民生活用气价格 4.2 元/m³核定，即：居民用气价格的第一档 4.20 元/m³、第二档 4.62

元/m³、第三档 5.46 元/m³。

二、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气价水平按当地居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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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档、第二档气价平均水平执行。

三、对低收入群体实行优惠政策

对经民政部门确定并持合法有效证件的低保户、五保户和优抚对象实行优惠政策，

计量气价按应收用气费用的 80%计收。

四、其他问题仍按原新兴县物价局《关于县城管道天然气价格等问题的通知》（新

价[2011]1 号）和新兴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县城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新

发改价格[2019]6 号）执行。

上述方案从 2019 年 8 月 1 日执行。新兴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按规定做好价

格公示和政策宣传解释工作，并对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的有关问题，及时向我局反映。

新兴县发展和改革局

2019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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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免

县政府 9月任命：

梁 颖 县公务员局局长（兼）

黄文伟 县台港澳事务局局长（兼）

苏惠霞 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免去其县司法局副局长职务

邱劲峰 县医疗保障局副局长

莫子文 县民政局副局长

余洁莲 县农业推广总站站长（保留正科级）

梁东岳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城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潘秋彬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欧顺兴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车岗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刘东坡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六祖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陈国玲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东成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谢冠文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太平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汤健明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稔村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李洪槟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天堂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谢元慧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簕竹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黄明健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里洞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试用期 1年）；

县政府 9月免去：

黄文伟 县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局局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苏惠霞 县司法局副局长职务

莫子文 县农业推广总站站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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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东岳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车岗工商所所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潘秋彬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城西工商所所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欧顺兴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稔村工商所所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刘东坡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堂工商所所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陈国玲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东成工商所所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谢冠文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集成工商所所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汤健明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城工商所所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李洪槟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簕竹工商所所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谢元慧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太平工商所所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赵辉权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洞口工商所所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梁洪坚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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