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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起，一批新规正式实施。 一起来看，将会如何影响你我生活。

八月新规来了
将影响你我生活
纳税服务投诉办理时限减半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修订出台 《纳税服务投诉管理办
法》，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 新《办法》将各类投诉的
办理时限全部压缩 50%：受理审查环节由 2 个工作日压缩
为 1 个工作日，服务质效、权益保护类投诉的办理时限从
20 个工作日压缩到 10 个工作日， 服务言行类投诉的办理
时限从 10 个工作日压缩至 5 个工作日。 此外，本次修订将
上级税务机关复核作为救济渠道，投诉人认为投诉处理结
果显失公正的，可以向上级税务机关申请复核。

开方式（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不公开），对于不公开的，
应依法依规说明理由。 征收前期准备、征地审查报批、征地
组织实施等一级公开事项和 10 个二级公开事项政府信息
生成后，应通过政府网站、征地信息公开平台、村公示栏等
渠道，及时主动公开。 属于依申请公开的，明确公开有关规
定要求。

医疗器械注册电子申报工作有新要求
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抚恤补助标准再提高
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伤残人员（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 伤残民兵民工） 残疾抚恤金标准、“三属”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
金标准、“三红”（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
战士、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提高
10%， 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
月提高 200 元，烈士老年子女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
月 440 元提高至 490 元。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
哪些事项需公开、如何公开有标准
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指引》，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标准指引明确，
各地拟制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有关公文时，应当明确公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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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设 7000 余个网点
年底前免费安装 ETC

中央单位差旅伙食费
和市内交通费管理有新规
财政部、国管局等多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差
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通知》明确，中央单位出差人员
出差期间按规定领取伙食补助费。 除确因工作需要由接待
单位按规定安排的一次工作餐外，用餐费用自行解决。 出
差人员需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的，应当提前告知控制标
准，并向伙食提供方交纳伙食费。 出差人员出差期间按规
定领取市内交通费。 接待单位协助提供交通工具并有收费
标准的，出差人员按标准交纳，最高不超过日市内交通费
标准；没有收费标准的，每人每半天按照日市内交通费标
准的 50%交纳。

7 月 29 日， 记者从省交通运
输厅了解到， 我省正大力推广
ETC（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安装，
到年底前， 全省车辆 ETC 安装率
要达到 80%以上。
据悉， 目前全省已设有超过
7000 个银行网点， 可免费为广大
车主办理 ETC， 并享受九五折以
上的通行费优惠。
今年 10 月底开始， 我省所有
高速公路收费站 （除省界收费站）
都将只保留一条人工 /ETC 混合
车道， 其余车道均改造为 ETC 专
用车道。
而从明年 1 月起，除国务院另
有规定外，各类通行费减免等优惠
政 策 均 依 托 ETC 系 统 实 现 ， 非
ETC 车主将难以享受相关优惠。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医疗器械电子申报有关
资料要求的通告》，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 《通告》要
求，一是进口产品申报资料中仅证明性文件、符合性声明
以及说明书、标签应当提交由申请人所在地公证机构出具
的公证件。 二是考虑医疗器械注册电子申报信息化系统电
子目录结构，任意一级标题下的申报资料文件页码均可单
独编制。 三是医疗器械注册电子申报信息化系统启用后，
电子注册申报资料中技术要求一式一份。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更新为五大指标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修订版的国家标准《绿
色建筑评价标准》，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 此次《标
准》的修订将原来的“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室内环境、施
工管理、运营管理”七大指标体系，更新为“安全耐久、健康
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五大指标体系。 此
外，在重新设定评价阶段、新增绿色建筑等级、分层设置等
级要求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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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在 2019 年底前，我省要
新增 524 万 ETC 用户， 在籍汽车
ETC 安装率要达到 80%以上。 目
前，我省工行、农行、建行、中国银
行、邮储、华夏、中信银行、省联社、
兴业、交通、招商银行等 11 家银行
共设立 7000 多个网点， 已开办或
即将开办 ETC 业务， 今年内均可
免费安装， 且可享受不少于 5%的
车辆通行费优惠政策。
今年以来，省交通运输厅要求
银行在办理 ETC 过程中， 坚决禁
止违规收取或者变相收取设备工
本费、安装费、服务费等附加条件。
同时，确保 ETC 用户的资金安全，
不泄露车主行车轨迹隐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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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 1 月 1 日起
非 ETC 车主难享通行优惠
据悉，今年 10 月底开始，我省每个非省
界收费站只有一条人工 /ETC 混合车道可供
非 ETC 车辆和货车通行。 如非 ETC 车辆较
多，拥堵难以避免，非 ETC 车辆将越来越难
上下高速公路。
此外，按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要求，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除国务院另有规定
外，各类通行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均依托 ETC
系统实现，非 ETC 车主将难以享受国家统一
和其他省市给出的通行费优惠政策。
若有办理外省 ETC 的省内车辆，建议改
为在本省办理，各银行将提供免费办理服务，
以免出现计费争议。 另一方面，交通运输部也
在加快研究解决关于 ETC 发票打印时间长
的问题，进一步方便广大车主。
（川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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