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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公布一批人事任免
涉及政府及高校34部门55人

□记者 赵黎昀

本报讯 4月12日，商务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和海关总署下发通
知，包括郑州在内的重庆、赣州三地获
批成为国家级加工贸易承接转移示范
地，示范期二年。

记者了解到，如今加工贸易已成
为郑州市外贸出口的加速器。统计数
据显示，2015年全市加工贸易出口
270.6亿美元，增长23.3%，占全市出
口额的86.6%。出口商品包括智能手
机、纺织服装、眼科医疗用品、钻石等。

郑州获批
国家级加工贸易
承接转移示范地

国家级高新区
科技创新能力
郑洛新哪家强？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区域发展千帆竞发，政策
资源的竞争更是百舸争流。郑州、洛
阳、新乡的高新区有哪些优势？有哪
些可以互补？昨天，记者从郑州市获
悉，根据“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科
技创新能力比较分析”，郑州高新区
企业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量最多；
洛阳高新区自主创新活跃度、产学研
合作最强。

郑州市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说，
在自主创新活跃度方面，郑州高新区
好于新乡高新区但略低于洛阳高新
区。他介绍，“2014年，郑州高新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开展研发活动的企
业达到81家，分别比洛阳高新区和新
乡高新区多18家和51家；占全部136
家规模以上企业比重的59.56%，分别
比洛阳高新区低1.02个百分点，比新
乡高新区高11.94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2014年，郑州高新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
13.3亿元，分别比洛阳高新区和新乡
高新区多7.18亿元和8.32亿元。据介
绍，2014年，郑州高新区工业企业研
发投入强度为3.25%，比洛阳高新区
和新乡高新区分别高出0.31个百分点
和1.34个百分点。

河南省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社
说，专利申请方面，郑州高新区总量领
先，技术含量居中。数据显示，2014
年，郑州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
申请专利927件，分别比洛阳高新区
和新乡高新区多199件和595件。其
中，科技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占专利
申请量的比重为22.65%，分别比洛阳
高新区低20.48个百分点，比新乡高
新区高0.06个百分点。

根据“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科
技创新能力比较分析”，郑州高新区作
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三大主
体之一，研发体量最大，应发挥好模范
带头作用。

自主创新活跃度洛阳最强

企业研发投入郑州最大

专利申请郑州总量领先

营改增，卖百万房产省2400元
租赁也省钱,办税场所和流程都不变

河南省地税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5月1日之后，无论是个
人买卖二手房还是租赁，均按
照国家公布的《纳税人转让不
动产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
法》和《纳税人提供不动产经
营租赁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暂

行办法》 这两个新政策施
行。”5月1日之前，不动产买
卖、租赁仍将按照原有的营业
税税率收取。该负责人称，按
照国家政策，河南省地税局目
前正在结合河南实际情况，制
定相关细则。

时间：5月1日后按新政执行

那么，要去缴增值税，是不
是得跑到国税部门缴？流程会
不会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呢？河
南省地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营改增之后，涉及的相关税收
问题及办税的流程，办税的场
所都保持不变。

也就是说，个人的二手房
交易，以及自然人二手房出
租，仍然委托地税部门来代
征、代开发票，“原来怎么申
报的还是怎么申报，原来填什
么表，在哪个地方办，一切维
持基本不变”。

申报：办税场所、流程，啥都不变

4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召开的全面推进营改增
试点有关情况吹风会。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汪
康举例，过去营业税是5%时，
如果房价是100万元的话，缴
纳5万元的营业税。改革后，
如果房价还是100万元，应缴
纳 100 万÷（1+5%）×5%=
47600元，少交税2400元，相
当于原来营业税负担是5%，

营改增以后的税收负担是
4.76%。针对此计算方法，河
南省地税局相关负责人给出
解释，过去100万的房价是含
税价，现在增值税按照不含
税价来征税，要扣除原来5%
的营业税，之后再按照5%的
税率缴纳增值税，税基不一
样，所以在营改增以后交易
二手房税负不仅不会增加，反
而还略有降低。

政策：改革后税负略有降低

□记者 李飞 吴俊池

本报讯“营改增政策出来了，是不是以后我们房子买卖要
付的税都降低了？要卖100万的房子能比之前省多少？”昨日一
大早，就有读者打来热线，询问关于“营改增”的各种落地执行问
题。昨天，本报记者专程来到河南省地税局。该局有关负责人
对读者关心的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

□记者 刘江浩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政
府获悉，近日，省政府公布了
一批部分省直单位及高校34
部门55人的人事任免，涉及省
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省教
育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国资
委、省质监局等，以及河南中
医药大学、河南科技学院、河
南工程学院等高校。具体人
事任免情况如下：

省政府办公厅
任命胡向阳为河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巡视员，免去其
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职
务；

免去王战营的河南省人
民政府副秘书长、河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主任职务；

免去朱长青的河南省人
民政府副秘书长职务。

省发改委
免去刘世伟的河南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河南
省人民政府重点项目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职务；

免去郜秀菊(女)的河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省教育厅
任命张涛为河南省教育

厅副巡视员；
任命陈鸣(女)为河南省教

育厅副巡视员；
任命杜习民、沈长云为河

南省招生办公室副主任。

省科技厅
任命夏培臣为河南省科

学技术厅副厅长(试用期一
年)，免去其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副巡视员职务；

任命苏宁为河南省科学
技术厅副巡视员。

省民委
任命王平鸽(女)为河南省

民族事务委员会(河南省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局)副主任(副局
长)，免去其河南省民族事务委
员会(河南省人民政府宗教事
务局)副巡视员职务。

省公安厅
任命崔建平为河南省公

安厅副巡视员。

省民政厅
任命马文昭为河南省民

政厅副巡视员。

省司法厅
任命毛克章为河南省监

狱管理局副局长(副厅级,试用
期一年)。

省交通运输厅
任命郭晓明为河南省交

通运输厅巡视员，免去其河南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职务；

免去李和平的河南省交
通运输厅副厅长职务。

省水利厅
任命王继元为河南省水

利厅巡视员，免去其河南省水
利厅副厅长职务；

任命戴艳萍(女)为河南省
水利厅副厅长(试用期一年)；

任命李定斌为河南省人
民政府移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常务副主任(副厅级,试用
期一年)。

省农业厅
任命王军茂、刘开(女)为

河南省农业厅副巡视员。

省文化厅
任命郭书城为河南省文

化厅巡视员，免去其河南省文
化厅副厅长职务。

省卫计委
任命曲杰为河南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免
去其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任命孙韬为河南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校长；

免去杨朝宽的河南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校长职务。

省审计厅
任命李少宏为河南省审

计厅副巡视员。

省国资委
任命刘旭京为河南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副巡视员；

任命杨献波为河南省机

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免去
其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职务；

任命李卫东为河南省机
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省地税局
任命翟翔为河南省地方

税务局副巡视员；
任命周学宪为河南省地

方税务局副巡视员。

省质监局
任命宋崇民为河南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副巡视员；
任命周庆恩为河南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副巡视员。

省统计局
任命谢东星为河南省统

计局巡视员；
任命方国根为河南省统

计局副巡视员。

省旅游局
任命潘进军为河南省旅

游局副巡视员。

省粮食局
任命杨天义为河南省粮

食局巡视员，免去其河南省粮
食局副局长职务。

省安全监管局
任命张朝显为河南省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巡视员，免
去其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副局长职务。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任命许廷敏为河南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兼河
南省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

免去朱长青的河南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河南
省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职务。

省事管局
免去乔建宏的河南省机

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省政府研究室
任命韩联伟为河南省人

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试用期
一年)。

省接待办
任命王现章为河南省接

待办公室副巡视员。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任命刘云(女)为河南省人

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
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试
用期一年)；

任命李政新为河南省人
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
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巡视员。

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局
任命金泽里为河南省国

防科学技术工业局副巡视员。

省民航发展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

任命康省桢为河南省民
航发展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副厅级)。

省社会科学院
任命袁凯声为河南省社

会科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
年)。

河南中医学院（已更名为
河南中医药大学）

任命许二平为河南中医
学院院长；

免去郑玉玲(女)的河南中
医学院院长职务。

河南科技学院
任命李成伟为河南科技

学院院长，免去其周口师范学
院副院长职务；

免去王清连的河南科技
学院院长职务。

河南工程学院
任命高丹盈为河南工程

学院院长，免去其郑州大学副
校长职务。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任命苟建军、赵松、高剑

波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任命王霄鹂(女)为郑州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