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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的价格改革中，烟叶收购价格的

放开多少有些超出预期，烟叶收购价格也是我

国农产品领域最后一个实行政府定价的品种，

这次价格放开后，也标志着我国农产品价格全

部由市场形成。烟叶收购价格放开又会对市场

带来哪些影响？

国家发改委表示，自2015年度起，放开烟

叶收购价格。烟草企业可根据种烟成本收益、

工业企业需求和行业发展需要，自主确定烟叶

收购价格。此前，烟叶收购价格由国务院价格

主管部门会同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具体分品

种、分等级、分地区差别定价。

据统计，过去一年落马的省部

级官员中，至少15人在省级人大、

政府、政协担任副职。

其中，人大方面包括河南的

秦玉海、山西的金道铭、黑龙江的

隋凤富、重庆的谭栖伟等；政府方

面包括内蒙古的潘逸阳、云南的

沈培平、江西的姚木根、海南的冀

文林和谭力、山西的杜善学和任

润厚等；政协方面包括山西的令

政策、天津的武长顺、辽宁的陈铁

新、安徽的韩先聪、陕西的祝作利

等。

根据组织法，省级人代会闭会

期间，省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副省

长进行个别任免。因此，上述副省

长落马后的空缺已经部分补齐。

例如，山西去年6月至8月先

后有两名副省长落马。9月和12

月，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付建

华和时任山西省公安厅厅长刘杰，

在山西人大常委会上被任命为副

省长。这使得山西省政府班子重

回“一正七副”格局。时任国务院

办公厅秘书三局局长陆俊华和海

南省政法委书记毛超峰先后被任

命为海南省副省长，填补了冀文林

和谭力的空缺。

目前，多个省区市的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出缺待补。

根据相关法律和政协章程，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和省政协副主席应

在省级两会上选举产生。

据《新京报》

“史上最严厉车改”已经启动。中央层

面公车封存和补贴发放工作已基本完成，车

补已从上个月起发放。根据规定，中央和国

家机关“车补”标准为：司局级每人每月1300

元，处级每人每月800元，科级及以下每人每

月500元。按照车改顶层设计，2014年底前，

中央和国家机关基本完成公车改革；地方党

政机关在今年底前完成。

无论车改怎么改，总有不满意的。有的

人认为，“车补就是官场变相搞福利”、“变着

法子给公务员塞钱”；还有人认为“交通补助

应该平等，不应有级别差”。

吵吵嚷嚷多年的公车改革，终于付诸实

施，是中国社会的又一大进步。这一改革，

对于切断公车腐败链，消除公职人员的特权

思想，大量减少“三公”支出，具有深刻的意

义。

一直致力于推动公车改革的原全国人

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研究公车

改革至今已15年了。他认为按照中央整体

思路，公车数量应减少90%左右。万事开头

难，我们体谅政府，也相信政府能把各项改

革逐步完善到位。

车改重点在中央，难点在基层。基层公

务员，特别是偏远乡镇的公务员，日子过得

并不舒坦。而且一些地方没有地铁没有公

交，取消公车后下乡就变得困难许多。公车

改革要照顾基层的实际情况。

取消公车固然有利于打压歪风邪气，但

如果到了地方贯彻落实不能到位，或许又会

导致新的腐败。现在有了一个国家标准，今

后就要做好两个工作：第一就是明确国家规

定的刚性，另外就是要有一些惩戒措施。

车补虽好，却还是要有变通的贪腐办

法，要实行相应监督实施办法，比如公车上

打上公务用车标识，实时GPS监控，并且留

有举报电话和举报网站，等等。车改后应该

有一条必须明确，就是将每年公车支出对社

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据报道，2013 年，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

规定问题24521件，而居违规榜首的，就是违

反公车使用规定的案件，共计6352起。我们

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各项措施的完善，

车轮上的腐败一定会大大减少。我们希望

公车改革稳步推进，对一点点进步表示支

持，而不是给公车改革泼冷水。

2014年，“湖南公车改革初现成效 副县

长坐摩的去开会”曾成为各大门户网站的热

点新闻。而随着车改的落实，副县长坐摩的

去开会将不再是新闻。

我国所有农产品取消政府定价

农产品卖啥价 市场说了算

国家发改委1月 4
日对外宣布，放开24项
商品和服务价格，下放1
项定价权限，其中就包
括了烟叶价格的放开。

烟叶收购价格也是
我国农产品领域最后一
个实行政府定价的品
种，这次价格放开后，也
标志着我国农产品价格
全部由市场形成。

政府定价，指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由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制定的

价格。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中央定价目

录规定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

范围制定政府定价；其中重要的

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政府定价，应

当按照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

照地方定价目录规定的定价权

限和具体适用范围制定在本地

区执行的政府定价。

政府定价具有强制性，属于

行政定价性质。凡实行政府定

价的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不经

价格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

个人都无权变动。

政府定价的范围包括：

1.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

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的

价格。

2.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的

价格。

3.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的

价格。

4.重要的公用事业的价格。

5.重要的公益性服务的价

格。

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定

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以中央

的和地方的定价目录为依据。

中央定价目录由国务院价格主

管部门制定、修订，报国务院批

准后公布。地方定价目录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按照中央定价目录规定

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制

定，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

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审定后

公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以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不

得制定定价目录。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的具体适用范围、价格

水平，应当根据经济运行情况，

按照规定的定价权限和程序适

时调整。消费者、经营者可以对

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提出调整

建议。

本报综合

同时，随着国家发改委取消

最后一个直接定价的烟叶项目，

所有的农产品价格可能主要由

市场来决定，政府主要参与间接

定价。

截至目前，政府间接定价的

有粮食最低收购价，以及棉花、

大豆目标价格。

其中棉花的目标价格是

19800元/吨、大豆的目标价格

是4800元/吨。即国家给定上

述价格后，当实际市场价低于此

价格时，政府将对差价部分进行

补贴。

比如目前新疆对应的皮棉

每吨19800元，对应的籽棉是一

般为每斤4.3元左右(新疆棉花

一般是2级)。而实际卖价为每

斤3元左右。这样每斤籽棉的

差价部分，由政府来补贴。

不过最大的问题是，到底

怎么去补贴？如果按照面积

补贴，最后拿走钱的是土地所

有者。如果按照销售量进行

补贴，则一般是补给生产者，

可能不一定是土地所有者。

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如何

确定新疆有多少棉花种植面积，

实际有多少产量。由于国家没

有实施政府收储，实际上政府并

不能准确知道新疆棉花的种植

面积和产量。这样政府如果敞

开补贴，就有问题。

有专家表示，“因为按照面

积补贴的话，地方报的数字可

能虚高，但是财政补贴额度有

限。”

这也是2015年目标价格仍

只限定于棉花和大豆，而不扩展

到其他领域的原因。

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

长王小语说，从一定意义上来

说，中国农产品价格总体高于国

外。因此，设定合理的价格定位

对中国农产品价格走向有良性

的激励作用。

“分析市场的时候，如果单

纯从供应、需求角度来分析、把

握市场，可能效果会打折扣。这

需要实现更好的统筹，而不是说

牺牲某一个品种。”他说。

1978年以来，我国农产品

价格改革不断推进和深化。放

开农产品价格，促进了各种要素

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市场机制

配置资源的作用得以发挥，农村

生产力得到了大发展、大解放。

1985年放开了绝大多数农副产

品购销价格，1992年放开生猪、

猪肉价格，1999年放开棉花收

购价格，2004年放开粮食收购

市场和价格。2015年，放开农

产品领域最后一个实行政府定

价的品种烟叶收购价格。

据悉，农产品价格的放开并

非“一放了之”，而是在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将市场调

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不断加强

和完善农产品价格宏观调控体

系。目前国家对稻谷、小麦实行

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玉米、油菜籽

实行临时收储政策，对棉花、大豆

开展目标价格补贴改革试点，对

生猪建立了缓解市场价格周期性

波动调控预案，并通过建立重要

农产品储备制度、完善进出口调

节机制、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等综

合措施，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

结合，防止了主要农产品价格的

大幅波动，保护了农民利益。

发改委指出，烟叶收购价格

放开后，价格主管部门将加强价

格服务和价格监管，认真做好烟

叶生产成本收益调查和价格监

测工作，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

场主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价格

秩序。

多年来，政府实施农产品定价的结果是，市

场需求扭曲严重。

最简单的例子是，国家实施棉花收储价格

时，国际棉花价格每吨比国内低数千元，而国内

加工企业要花更多的钱买国内高价棉花，这使

得纺织企业亏损严重。而国家花巨资建设棉花

储备库，承担了巨大的收储成本，而棉农也并未

获得好处。

烤烟的情况也是如此。过去每年对烟叶面

积和产量双控，使得好的烟叶价格上不去，导致

烟农种植烟叶的积极性下降。

不过，全国实际的烟叶种植情况可能还不

是一样。比如根据2015年全国烟叶工作会议

的精神，2015年要“严格控制计划总量，合理配

置计划资源，稳步优化区域布局，着力提高单产

收入”的思路，烤烟收购计划为4500万担，种植

面积为1580万亩，调减200万担计划、300万亩

面积。

根据了解，过去烟叶价格制定，一般由中国

烟草部门提出价格，最后由国家发改委审批。

本次国家发改委提出放开烟叶收购价格，这包

括放开烤烟、白肋烟、香料烟等各品种、各等级

烟叶收购价格，这意味着以后烟草价格会随行

就市。

不过也不一定所有的烟叶价格会上升。中

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李国祥认为，中

国烟叶最大的问题是，低端烟草多，因此，减少

低质量的烟叶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副县长坐摩的开会”将不再是新闻
□王德华

1 自2015年起
放开烟叶收购价

2 政府不再为
农产品定价

3 农产品全部“随行就市”

4 政府主要参与间接定价

名词解释

政府定价

逾16省份两会
本月开幕
广东天津政协主席待补

1月7日，河北省政协
十一届三次会议在石家庄
开幕，河北省十二届人大
三次会议今日召开。

河 北 是 首 个 召 开
2015年省级两会的省份。
由于春节在2月中旬，今年
的省级两会召开时间较往
年略晚。据统计，至少16
个省份两会集中在本月25
日至29日开幕。据专家
称，由于十八大至今的反腐
风暴和2014年底的密集
人事调动，今年的省级两会
或安排多项人事选举议程。

海南省代省长刘赐
贵、云南省代省长陈豪、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代主席雪
克来提·扎克尔有望在省
级人代会上“扶正”。四
川、广东、天津政协主席空
缺，根据程序，如补选应在
省级政协全会上产生。

33名代省长名代省长((主席主席))有望转正有望转正

2014年下半年，吉林、云南、

海南、新疆等省区先后调整行政一

把手。

去年8月底，吉林省委原书记

王儒林调任山西，原省长巴音朝鲁

升任吉林省委书记一职。9月初的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中国农业

银行原书记、董事长蒋超良为吉林

省副省长、代省长。

按照组织法，省级人大常委会

可以决定副省长等个别任免，但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省长等

职务必须由省级人大全体会议选

举产生。

吉林省10月为人事选举专门

召开一次人代会，巴音朝鲁当选吉

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当选

为吉林省省长。出现塌方式腐败

的山西省，9月增开一次人代会，选

举王儒林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去年10月，全国总工会原党

组书记陈豪“空降”云南。云南省

人大常委会任命陈豪为副省长、代

省长。本次任命至今，云南未召开

过人代会进行人事选举事项。1月

5日，陈豪在昆明会见国家旅游局

局长时，职务依然为代省长。

2014年底的人事调整中，从

国家海洋局局长位置上“空降”海

南的刘赐贵和新疆人大常委会原

主任雪克来提·扎克尔，近日分别

在所在省区的人大常委会上，被任

命为代省长和代主席。

《人大研究》杂志主编谢蒲定

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惯例，行政

一把手空缺的省区市，在即将召开

的省级人代会上有望安排相关人

事选举议程。例如，2013年是换

届“大年”，当年年初的省级两会

上，8名代省(市)长转正。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已

经有两位省政协主席落马，分别是

四川的李崇禧和广东的朱明国。

2013年12月29日，李崇禧落

马，半个月后召开的四川省政协十

一届二次会议并未补选四川省政

协主席。

根据政协章程，地方政协的主

席、副主席由地方政协全体会议选

举产生。

四川省政协主席一职至今已

空缺一年多。将于1月26日召开

四川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成为

产生省政协主席的又一个“窗口

期”。据报道，本次会议的议程除

听取和审议报告外，还包括“其他

事项”。

今年1月4日，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朱明国被免

去广东省政协主席职务。广东省

政协官网上，“主席”一栏目前空

缺。广东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

将于1月23日至26日在广州召

开。

天津的情况与四川、广东有所

不同。去年6月，天津市政协原主

席何立峰调至中央，任国家发改委

正部长级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天

津市政协主席一职空缺已半年。

天津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将于

2015年1月24日开幕。

各省市区人代会开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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