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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梁新翠

本报讯 昨日，郑州市
审计局发布郑州市地方税
务局、郑州新区地方税务局
2015年度税收计划完成及
税收政策执行情况审计报
告。报告显示，2015年，郑
州市地税系统共组织各项
收入374.99亿元，同比增长
5.1%，新区地税局共组织各
项收入172.93亿元，同比增
长18.5%。税款增加的同时
问题也不少，主要有征管单
位延缓、提前征收税款，企
业应缴未缴税款等，涉及问
题税款8000余万元。

其中，5家税务分局预
征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
931.79万元；3家企业滞缴
税款2548万元；3家企业欠

缴企业所得税2053.99万元
及滞纳金；2家企业欠缴土
地增值税2118.84万元及滞
纳金；11家企业欠缴土地使
用税528.96万元；7家企业
欠缴印花税8.12万元；71家
驾校欠缴营业税及所得税
216.72万元；个别纳税人通
过隐瞒婚姻状况、恶意伪造
唯一住房证明等手段违法
享受契税、所得税减免政
策，少缴税款7万元。

据悉，市内五区、上街
区、新密、登封、新郑、荥阳、
高新区地税分局归属市地
税局，郑东新区、经开区、港
区、中牟地税分局归属新区
地税局。审计期间，市地税
局、新区地税局已按审计要
求整改完毕。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昨天记者获
悉，按照郑州市委统一部
署，郑州市委第三巡察组自
2016年 11月 28日至2017
年1月13日，对郑州市爱卫
办党组开展专项巡察。

据介绍，这次巡察对象
是，郑州市爱卫办党组领导
班子及其成员。郑州市委
巡察组对巡察对象执行《中
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
党内监督条例》等其他党内
法规，坚持党的领导、加强
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情
况进行监督。着力发现以
下问题：违反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存在违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的言行，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拉
帮结派等问题；违反廉洁纪
律，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
化堕落等问题；违反组织纪
律，违规用人、拉票贿选、买
官卖官，以及独断专行、软
弱涣散、严重不团结等问
题；违反群众纪律、工作纪
律、生活纪律，搞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
之风等问题。

值 班 电 话 ：
0371-81676524（工作日8:
30~17：30时）；

邮政专用信箱：郑州市
第96-3号邮政专用信箱；

接 收 短 信 手 机 ：
13213126174（只接受短信
举报、不接受电话举报）；

电 子 邮 箱 ：zzswd-
sanxcz@163.com。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昨天记者获悉，
根据郑州市委统一部署，从
2016 年 11 月 28 日 起 至
2017年1月13日，郑州市委
第一巡察组对郑州市教育局
党委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专
项巡察。

据介绍，郑州市委第一
巡察组重点围绕六个方面对
郑州市教育局党委开展巡察
监督：党的领导作用发挥情
况；党的建设情况；全面从严

治党两个责任落实情况；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
况；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
情况；选人用人情况。

据悉，巡察期间，巡察组
将采取设立值班电话、邮政
专用信箱、接受短信手机、电
子信箱等方式接受群众反映
问 题 。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
0371-87785512，邮政专用
信箱：郑州市第 96-1专用
信箱，电子邮箱：zzswdyx-
cz@163.com，接收短信手
机:13643823060。

市审计局公布2015年地税审计报告

问题税款8000多万元

A.市委第三巡察组巡察市爱卫办党组

B.市委第一巡察组对市教育局专项巡察

“企业办社会”今后将成历史
到2019年,国企不再为职工家属区承担供水、供电、供气等相关费用
□记者 王磊

核心提示 | 在计划经济时代兴起的“企业办社会”，今后将在郑州成为历史。棉纺厂里学校、澡堂、
食堂应有尽有的场景，今后将成为郑州人的回忆。昨天，记者从郑州市政府获悉，“郑州市关于加快
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方案”已经出台，到2019年,国有企业不再以任何方式为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企业办教育等承担相关费用。

很多80后、90后、00后都对
“企业办社会”很陌生。不过，在
郑州市民老赵心里，它却很亲切。

老赵，76岁，曾经是郑州国棉
一厂职工。他说，上世纪50年代
起，郑州国棉一厂非常红火，企业
院内建起学校、澡堂、食堂，可以
说应有尽有。“大家平时一起上
班，下了班，回到一个家属院，还
一起去食堂吃饭，感觉就像一家
人一样。”

郑州新出台的政策，让老赵

有些伤感。“以前一个单位的人就
像一大家人。连孩子上学的事
儿，单位都给解决。现在形势变
了！”老赵感慨。

郑州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
说，根据安排，2016年全面推开
驻郑央企、在郑省企和市属国企
三级国有企业管理的市政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机构和社区管理组
织实施改造、移交、撤销或改制,
推进退休人员移交社区实行社会
化管理。

据悉，2017年6月底前,总体
完成在郑省企、市属国企退休人
员社会化管理、社区管理组织移
交、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维修
改造等工作。2018年底前,全面
完成驻郑央企“三供一业”分离移
交。2019年起,国有企业不再以
任何方式为职工家属区“三供一
业”、企业办教育等承担相关费
用。【注：“三供一业”，即供水、供
电、供气及物业管理】

驻郑央企、在郑省企
的职工，他们的医疗保险
也将有变化。

郑州市政府有关负责
人说，仍实行医疗保险封
闭运行的驻郑央企、在郑
省企,在推动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时,应将企业医
疗保险纳入属地管理,执
行统一的医疗保险政策规
定,实现医疗保险业务统
一经办,基金统一征收使
用。

此外，企业职工办理
退休手续后,社会保险管
理服务及其他管理服务工
作与原企业分离,统一交
由当地社区实行社会化管
理,由社区管理组织按照
政策规定提供相应服务。

郑州市政府一位知情人称，
“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
产物。企业建立和兴办了一些与
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联系的机
构和设施，承担了产前产后服务
和职工生活、福利、社会保障等社
会职能。然而，因负担沉重，企业
在改革中逐步将这部分功能归还
社会。

河南省商业与经济学会会长
宋向清也说，推进国有企业剥离
企业办社会职能,可以支持企业
瘦身健体,促进国有企业轻装上

阵,公平参与竞争,集中资源做强
主业。但是，很多国企把办社会
当作职工福利，主观上不愿意分
离。

郑州一家不愿具名的国企后
勤部部长蔡先生说，企业办社会，
通过内设医疗和教育机构方便职
工就医、子女上学，可以增强职工
凝聚力。企业效益好的时候，这
些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企业
效益不好的时候，这些成本就成
了巨大的包袱。“但是，越是企业
效益不好的时候，企业反而不敢

贸然取消这些福利，因为担心职
工队伍不稳定。”

宋向清建议，郑州需要完善
职工薪酬福利体系、规范企业成
本费用，倒逼企业分离办社会职
能。针对比较重要的职工家属区
的管理，郑州市政府部门需要对
企业职工家属区供水、供电、供
热、供气和物业管理等设备设施
进行必要的维修改造,达到城市
基础设施的平均水平,实现市场
化运营、社会化服务、专业化管
理。

“对企业自办的幼儿园、
中小学校、职业技校等,可按照
有关规定移交所在地政府。”郑
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对不
具备办学条件、没有保留必要
的教育机构,予以撤销。“此外，
对发挥企业特点、培养专业人
才的培训机构,优化资源配置,
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优化整
合,或引入社会资本实施重组
改制,实现市场化、社会化、专
业化运营管理。”

很多企业还办了医疗机
构，方便职工看病。今后，这些
医疗机构，也要交给所在地政
府管理。同时，郑州还支持具
备条件的企业办医疗卫生机构
转型为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
护理院等从事社会服务活动。

据介绍，郑州将对企业按
照消防法规要求建设的消防安
全管理机构和专职消防队予以
保留，对不是按法规要求建设
的企业专职消防队(站),在征
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同意后,
可予以撤销。

企业自办的幼儿
园、中小学校等

郑州市城建口一位处级干部
向大河报记者介绍，郑州一直在
推进老旧小区治理，但是老国企
家属院是个难题。“因为体制、机
制问题，专业的物业服务公司也
进不来。”

今后，这种情况要改变了。
根据新政，对企业承担的职

工家属区物业管理工作进行剥
离,由社区管理组织负责协调组
织,实行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
管理。很多人关心，老国企家属
院物业管理的职工怎么安排？他
们的就业问题咋解决？

郑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
对企业承办并服务于职工家属区
的社区管理委员会等组织机构,
以及相应的资产和人员一并移交
所在地政府,纳入当地街道社区
管理,实现社会化管理服务。同
时，地方政府可结合社区管理规
模和实际需要,对接收的社区管
理服务组织进行撤并调整,对接
收的人员实施统一调配,提高服
务质量和管理效率。

国企职工
家属院的物业

驻郑央企、
在郑省企的保险

“企业办社会”将在郑州成为历史新政

重点

一部分人主观上不愿意分离热议

市委巡察组
接受多种方式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