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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扬
通讯员 胡洪涛 文图

本报讯 昨日，老子故里鹿
邑县举办纪念老子诞辰2586年
公祭仪式。当天上午，公祭大
典在太清宫景区举行。来自海
内外的2000多名民众，怀着对
伟大圣哲老子无比崇敬之情参
加了祭拜仪式。为期一个月的
老子庙会，也拉开了大幕。正
在当地考察访问的韩国前总理
李寿成，专门赶赴太清宫拜谒
老子，并亲手在老子故居门前
栽下18棵象征中韩友谊的树
木，立碑为“中韩友谊林”。

据了解，4月3日至4日，韩
国前总理、韩国首尔大学名誉
校长李寿成博士，率韩国文化
经贸高端访问团一行18人，在
老子故里河南省鹿邑县进行为
期两天的考察访问。4月3日，
李寿成一行先后参观考察太清
宫、明道宫等具有老子道家文
化深蕴的景区。在老子故居门
前，李寿成亲手栽下一棵广玉
兰，培土、浇水，尽管有着76岁
的高龄，但他看起来干净利索、
精神抖擞。紧接着，考察团一
行接连栽下18棵象征中韩友谊
的树木，并取名为“友谊林”。

据了解，生于1939年的李
寿成毕业于首尔大学法学院，
1995年12月至1997年3月，任
韩国国务总理。

□记者 房琳 通讯员 闾斌

本报三门峡讯 4 月 3 日
（农历二月十五），是中国圣贤
老子诞辰 2586 周年纪念日。
当天，灵宝市各界人士及上万
名群众齐聚函谷关景区，纪念
老子诞辰。

上午10时，公祭大典正式
开始，函谷关景区老子圣像前
广场上，钟鼓齐鸣，丝弦悠扬。

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及上万名
群众，怀着崇敬与缅怀之情，向
老子圣像鞠躬。随后，宣读祭
文、敬献花篮等活动依次进行。

据了解，此次活动也吸引
了台湾朝圣团前来。公祭大典
结束后，精彩纷呈的群众文化
活动在广场上进行,近二百人
的学生太极拳表演，精彩的锣
鼓、秧歌等吸引了大批游客驻
足观看。

□记者 王磊 通讯员 贾真真

本报讯 中央八项规定和省
委省政府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全
省各地各单位采取措施、狠抓落
实，党员干部作风明显转变，但
仍有个别党员干部置若罔闻、顶
风违纪，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
响。4月3日，河南省纪委通报
了5起典型案例。

夏邑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孙继良违规购买使用公务用车
问题

2007年8月，孙继良将乘坐
的帕萨特轿车以10万元的价格
出售给某公司，又从夏邑县人大
常委会支出15.52万元，违规购
买一辆25.52万元的别克轿车供
其个人乘坐，并将此车入该公司
名下躲避检查。2014年10月，
商丘市纪委给予孙继良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此车被公开拍卖，
拍卖款已上缴夏邑县财政。

固始县粮食局局长汪涛、党
组副书记张世中违规兼职取酬
问题

2007年，中储粮河南省分
公司潢川直属库以内部文件确
认业务覆盖各县粮食局局长及
分管副职任直属库驻该县监管
办名誉主任、副主任。依此惯
例，固始县粮食局局长汪涛自
2012年2月至2014年7月共领
取报酬26400元；副书记张世中
自2007年6月至2014年7月共
领取报酬77620元。2014年11
月，固始县纪委分别给予汪涛、
张世中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收缴
违规兼职所得。

巩义市商业总公司党委书
记于志桢违规借用下属企业车
辆问题

2007年6月，于志桢违规借
用下属企业车辆，至2014年 5
月因群众举报才将该车退还企
业。时任商业总公司经理、党委
副书记魏学现对于志桢的违规
借车行为不但不制止、不纠正，
且亲自协调下属企业报销该车
相关费用。2014年12月，巩义
市纪委分别给予于志桢、魏学现
党内警告处分。

长垣县蒲东街道办事处南
关中心小学组织教师公款旅游
问题

2013 年 7 月和 2014 年 6
月，该校校长石长安代表学校与
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后，由副校
长郭凌云、教导主任司秋菊、总
务主任付晓莲带队，分两次组织
该校教师赴九寨沟、都江堰、神
农架、张家界等景区旅游，公款
支付旅游费用共 67200 元。
2015年3月，长垣县纪委给予石
长安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县
教育局免去其校长职务；给予付

晓莲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给
予郭凌云、司秋菊记过处分；向
参与旅游人员追缴相关费用并
上缴财政。

商城县汪桥镇邱湾村党支
部书记皮前红大操大办问题

2015年2月4日，皮前红借
其母丧葬之机，在家中设宴26
桌，并收受169人礼金共40300
元。2015年2月，汪桥镇纪委给
予皮前红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收
缴违纪所得。

清明将至，全省各级党员干
部要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严格
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
省政府若干意见以及廉洁自律
各项规定，切实加强自我约束。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畅通
信访渠道，持续加大对节日期间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监督
检查力度，以“钉钉子”的精神抓
住“四风”问题不放，对顶风违规
违纪行为严查不贷，并点名道姓
通报曝光。

□记者 朱琨 实习生 申晓

本报讯 多头执法、趋利
执法要被戴上金箍。昨日，郑
州市公布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规定“一个窗口”服
务，“一支队伍”执法。

根据意见，郑州市将整合
执法职能，将分散在各级交通
运输管理、高速公路管理、干
线公路管理、农村公路管理、
道路运输管理、地铁、公交、出
租汽车管理的行政处罚、行政
强制、监督检查以及货运源头
治超等职能予以整合,交由
市、县(市)新组建的交通运输
行政执法机构承担。

市域内高速公路运营管
理单位的路产人员继续承担
公路保通、交通事故施救、路
产保护等服务工作,不再承担

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执法工
作。

根据精简安排，市、县(市)
原则上分别设置一个交通运
输行政执法机构,统一机构名
称和职责任务,市辖区不设置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

执法重心也要下移到县
级，郑州市本级的执法范围仅
限在市域内的高速公路及城
市建成区，经省政府批准设置
的普通公路超限检测站由所
在市、县(市)新组建的交通运
输行政执法机构管理；经省政
府批准设置的郭店超限检测
站，移交所在地新郑市新组建
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管
理。

郑州市市级在2015年6
月30日前完成改革工作,县
(市)级在 2015年 10月 31日
前完成。

□记者 赵黎昀 通讯员 常红

本报讯 2014河南纳税
哪家强？昨日，河南省国税
局、河南省地税局的纳税百强
榜新鲜出炉，能入围的都是纳
税额超亿元的大企业，百强纳
税占了半壁江山。除房地产
业税收收入依然强劲外，金融
业更是首次纳税突破百亿大
关，而同时，我省煤炭、原油开
采、有色金属开采等采矿业的
纳税额出现持续下降趋势。

记者了解到，2014年，我
省国税纳税百强共入库国税
收入858亿元，占全省国税总
收入的51％。地税百强纳税
企业税收总额达到357亿元，
占全省地税收入的 20.4%。
纳税百强“俱乐部”，缴纳税款
不满亿元的进不来。

据省国税局收入规划核
算处副处长田地介绍，百强中
入库国税收入超10亿元的有
13户。

省地税局收入规划核算

处副处长王军也表示，今年地
税纳税百强入围门槛首次迈
过了亿元大关，其中河南能源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河南中烟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地方
税收超过20亿元。纳税超过
10亿元的有7户；5亿至10亿
元的有11户。

企业纳税情况，从侧面折
射出了我省经济结构调整的
大趋势。

记者了解到，从2014年
国税的纳税百强中可以看出，
我省第三产业持续发展较快，
金融业表现尤其突出，首次纳
税超过百亿元大关，增收28
亿元，居国税重点行业增收之
首。而在地税纳税百强中，金
融业也入围22户，入库税收
增长38.1%。

王军表示，从地税纳税百
强中可以看出，房地产业在税
收收入中仍占据重要位置。
百强中房地产业入围46户，
较2013年增加5户，入库税
收增长38.4%。

□记者 赵黎昀
通讯员 张建华

本报讯 昨日，河南省国
税、地税对国家最新小微企业
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解读。大
河报记者了解到，2015年 1
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国家进一步扩大了小微企业
优惠政策实施范围，对年应纳
税所得额在20万元以下的小
型微利企业，在执行20%优
惠税率的基础上，可再享受减
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省国税局所得税处副处
长牛璐介绍，从2010年开始
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实行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最新出台的优惠政策
将享受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
税的标准由年应纳税所得额
10万元以下扩大到20万元
以下，优惠政策执行时间从
2015 年 1 月 1 日到 2017 年
12月31日。增值税和营业税
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小
微企业的税收优惠规定。

据介绍，小微企业纳税
人享受优惠的程序非常便
捷，只需通过填写纳税申报
表中的“从业人数、资产总
额”等栏次履行备案手续，
无需税务机关事先审核批准
和专门备案。

省纪委通报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

六名官员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昨天，省纪委官方
微博“清风中原”发布消息，新
乡市运管处原处长戚红伟受
贿、单位受贿、贪污、违反廉洁
自律规定、严重违反社会主义
道德，经新乡市纪委、市监察局
研究并报新乡市委批准，决定
给予戚红伟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
索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另据消息，新乡市住建委
原正处级干部马常进受贿、滥
用职权，经新乡市纪委、市监察
局研究并报新乡市委、市政府
批准，决定给予马常进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封丘县人民
法院已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

新乡市运管处原处长
戚红伟被开除党籍、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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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首次超百亿

年应纳税所得额20万以下

企业所得税可减半征收

郑州交通行政执法改革意见公布

规定“一支队伍”执法

老子故里鹿邑县举办纪念老子诞辰公祭仪式

韩前总理李寿成寻根鹿邑，亲植“友谊林”

灵宝隆重纪念老子诞辰2586周年

李寿成（左三）在自己栽下的树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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