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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澜

27.54万户纳税人实名办税的背后
行业速递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
11 月 11日，记者从省质监局
获悉，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发
出通知，批复同意我省两地
创建全国产品质量提升示范
区，其中，鹤壁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获批创建全国金属镁产
品质量提升示范区，济源市
玉川产业集聚区获批创建全
国铅酸蓄电池产品质量提升
示范区。

近年来，省质监局着力产
业集聚区提质增效，制订实施
培育创建产品质量提升示范
项目工作方案，大力开展消费

品质量提升行动和产业集聚
区质量提升行动，针对 40余
种重点产品，在 60个产业集
聚区开展了质量提升行动。

今年，我省连续召开了两
次质量提升现场观摩会，就如
何推进质量提升工作展开互
动交流，进一步深化产品质量
提升服务，为产业发展提供持
久动力。下一步，省质监局将
会同地方政府努力推动产品
质量提升工作收到实效，充分
发挥示范引领和典型带动作
用，确保如期建成全国产品质
量提升示范区。⑦11

我省两地获批创建全国
产品质量提升示范区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我省实行实名办税以来，共有27.54万
户地税纳税人通过实名验证办理业务，
20.42万户纳税人进行了身份信息变更，变
更办税人员身份信息33.32万条……

11月11日，记者在省地税局采访时了
解到，实名办税实行两个月来，实名办税将
身份证号码变成了纳税人权益保护的“权
益密码”和“信用密码”，有效避免了他人盗
用、冒用办税人员身份从事涉税违法犯罪
活动，保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实
名办税对税务信用的评定起到了强化作
用，在对纳税人起到奖惩作用的同时，也对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到了助推作用。

窗口服务平均时间缩短

省地税局在全省实行实名办税两个多
月来，纳税人感受最多的是方便。

“身份证每次过来一输入，公司的信息
就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了，税号也都在上面
显示着。”郑州某集团公司财务人员王巧红
告诉记者，由于公司名下有七八家企业，以
前来地税局办税服务大厅的时候，都要准
备厚厚的资料，还要把所要办理企业的税
号抄下来取号，比较麻烦。现在只要把自
己的身份证放在叫号机的读卡器上轻轻一
按，再选择所要办理的业务种类，叫号机就
吐出了号票。另外，只要输入身份证，各个
公司的信息都出来了，税号也都清楚显示，
想对哪个公司做业务，直接点击哪个公司
就可以。

据郑州市二七区地税局办税大厅主
任李娟介绍，由于税务信息系统保存了纳
税人的个人身份信息和所在企业涉税信
息，通过实名制办税，凡是采集过相关身
份信息的纳税人再次办理涉税事宜时，无
需再提供身份证明的相关的材料。“一次
验证，无限服务”，纳税人今后只需带身份
证即可享受零障碍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比
对核实纳税人身份证后即可受理其涉税
事项。身份证明资料审核流程的减少，将
窗口的服务时间平均缩短了3分钟。

而为了最大限度地便利纳税人进行实
名信息采集和验证，河南地税为纳税人提
供办税服务厅窗口、网上办税系统等多种
渠道进行身份信息采集和变更。纳税人可
直接到办税服务厅窗口，填写税务登记信
息变更表，经读卡器上读取身份信息或进
行指纹读取后，由工作人员帮助完成信息
采集。纳税人也可登录网上办税系统，根

据系统提示进行身份信息确认或采集（变
更），满足了纳税人足不出户就能办理涉税
事项的需求。

企业纳税风险降到最低

作为全国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试点单
位，从今年5月起，河南地税实现了由审核
性申报向自主申报转变。

“本来担心自主申报后会出现延误和
漏报的情况，但是实名办税后，催报催缴信
息能准确推送给我们，有效避免了企业逾
期报缴所产生的罚款。”巩义天乙奥迪办税
人员李培莹说，“每个纳税人都是实名办税
的受益者。

过去，由于征管系统中的办税人员信
息，尤其是手机号码信息更新不及时，导致
通知不到位、有风险找不到人的情况时有
发生。“实名办税使我们的服务对象身份更
加真实、清晰，有利于我们真正做到对纳税
人‘有需求服务好，无需求不打扰’。”河南
省地税局副局长何娟表示。

何娟介绍说，我省地税部门将实名办
税信息应用于税收风险管理，纳税人可以
借助地税机关的风险管理来消除、控制自
身涉税风险，减少被处罚的可能性。

据了解，地税部门每个月的例征期是
15日，他们会在13日为纳税人发出一个短
信提醒，还有两天的合法申报期限，逾期会
构成违法行为。这样的短信提醒会使纳税
人及时纠正因为工作忙造成的疏忽，最大
程度地降低纳税人被加收滞纳金、行政处
罚的风险。

纳税信用体系初步形成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中
明确了税务领域的信用建设：开展纳税人
基础信息以及纳税记录等涉税信息的交
换、比对和应用工作；进一步完善纳税信用
等级评定和发布制度，发挥信用评定差异
对纳税人的奖惩作用；建立税收违法黑名
单制度；推进纳税信用与其他社会信用联
动管理，提升纳税人税法遵从度。

按照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推进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总体部署，省地税局于2016年积
极推进纳税信用体系建设，实名办税即为
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在地税系统的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
省地税局对信用良好的企业提供了有力的
金融支持。省地税局联合中国银行、光大
银行、平安银行、建设银行、中原银行、交通

银行等 6家银行，为 A、B 级纳税人提供
“税易贷”“纳税信用贷”等税银合作服务，
拓展纳税信用增值服务，释放诚信纳税红
利。银行根据地税机关提供的企业纳税
信用信息，优先保障对纳税信用高的企业
投放贷款。

鹤壁市大华实业有限公司因企业扩大
生产，应收账款增加，急需流动资金。随
后，中国邮储鹤壁分行以企业的纳税信息
和A级推送名单作为信贷依据，为大华公
司量身定做产品，不到一周时间就为其首
次授信，提供了500万元信用贷款，有力支
持了企业发展。

当然，企业的税务“失信”行为，也会付
出相当大的代价。据悉，纳税信用等级低
的纳税人，将在出口退税审核、纳税评估等
方面受到严格审核监督，违法处罚幅度将
高于其他纳税人。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
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等，将被限制非生活和
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比如限制乘坐飞机、
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
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更为严重
的是，税务机关还会将其名单通报相关部
门，建议在取得政府供应土地、进出口、出入
境、注册新公司、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
面予以限制或禁止。⑦11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 通讯员 尹剑
桥）11月 11日，记者从省工商局获悉，该
局近日发布了2016年前三季度全省市场
主体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 75.1万户，同比
增长 20%，增速较上半年提升了 2.6个百
分点。其中，新登记企业 18.2万户，同比
增长28.3%，增速明显高于个体工商户、农
民专业合作社。全省市场主体发展势头
良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市场主体发展
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明显。

企业发展势头迅猛，在三大市场主体
类型中处于支柱地位。截至9月底，全省企
业总户数达到99.9万户，企业的注册资本
总额达到7.3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全省
日均新登记企业663户，是商事制度改革

之前的2.8倍。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拉动
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作用更加突出。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资本加速向三产
集聚。截至9月底，全省第一、二、三产业市
场 主 体 数 量 占 比 分 别 为 6.8%、7.7%、
85.5%，第三产业市场主体的主导地位进一
步凸显。全省服务业市场主体对全部市场
主体数量和资本总额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
86.6%和64.9%，市场主体的“三、二、一”产
业格局更趋稳固。

涉农企业数量快速增长，基础产业地
位稳固。截至9月底，全省拥有涉农产业企
业7.62万户，仅次于山东和重庆，居全国第
三位；资本总额达 4728 亿元，居全国首
位。各类涉农企业中，基础产业（农林牧渔
业）企业数量和资本总额分别占到涉农企

业总量的65.8%和66.8%，辐射产业（与农
业相关的第三产业）、延伸产业（农产品加
工）紧随其后。

制造业优势突出，结构调整效果明
显。截至9月底，全省实有制造业企业数量
和注册资本分别达10.2万户和1.1万亿元，
占到全省工业企业的59.2%和52.4%，支柱
作用明显。装备制造业企业稳步增长。我
省装备制造业平均规模不断扩大，户均注
册资本达 1236万元，较制造业总体高出
16.1%。能源原材料企业数量增速放缓，转
型效果明显。前三季度能源原材料企业增
速低于全省工业企业6.6个百分点，但资本
集中度明显提升，户均资本规模达2188万
元，是工业企业户均规模的1.8倍。

传统和新兴服务业融合发展，产业转

型升级潜力巨大。目前，批发零售业企业
数量占全省企业总量的41.6%，位居各行
业首位，居全国第六位。我省拥有物流业
企业4.6万户，总量居中部六省首位。全省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达 73.4 万户。“互联
网+”、金融服务、创业基金管理、跨境电商、
保税展示交易等新业态逐渐集聚，进入发
展快车道。

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雇工人数持
续增长，带动就业效果显著。截至9月底，全
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雇工人
数达1352万人。其中，前三季度新设个体
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雇工总数达
138万人，同比增长27.1%，个体私营企业
新增就业人员占全省新增城镇就业人口的
比重超过90%，带动就业效果明显。⑦11

业界传真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
实习生 袁楠）接到热线、迅
速上报、紧急出动、搜索检
测、排除危险……11月 4日，
在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相
关部门指导下，省环保厅和
郑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行了
2016年河南省辐射事故应急
综合演习。

此次演习以某化工厂放
射源丢失被熔炼为背景，演
练了事故报告、应急响应启
动、应急监测、应急计划实
施、放射性废物处置、医疗救
治、信息公开以及通信传输、
应急终止、内部总结与评估
等科目，参演人员80人，各类
演习车辆 30台，启用辐射环
境应急监测、气象监测、个人
防护、应急处置、视频通信等
装备60多台（套）。

我省是核技术应用大省，

截至 10月，全省共有辐射工
作单位 3961 家，其中涉源单
位 612 家，在用放射源 7567
枚，数量居全国第 5位，面临
的核与辐射监管压力巨大。

此次演习探索了省环保
厅和郑州市政府联合指挥、共
同应急，并协调周边三个地市
环保部门协同支援的辐射事
故应急模式，检验了事故发生
后省市环保部门上下联动、相
互协调、快速处置的能力，以
及公安、卫计、宣传、通信保障
等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处置的
能力。

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全省各级环保部门要以此
次演习为契机，认真总结经验
改进不足，切实提升各项应急
准备工作水平，进一步做好核
与辐射安全监管各项工作，筑
牢核与辐射安全防线。⑦11

本报讯（记者 樊霞 通
讯员 孙小冰）11月 10日，记
者从河南省无线电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了解到，为严厉打
击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擅
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
等行为，我省无线电管理机
构开展了治理非法设台专项
行动，一批“黑广播”“伪基
站”被查获，三大通信运营商
违规设基站同时被查。

据了解，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
共查处“黑广播”153 起、“伪
基站”112 起、“卫星干扰器”
43 起。此次行动还专门对
三大通信运营商设置、使用
无线电台（站）进行了抽查，
并发现了违规设站情形，其
中在南阳、周口、新乡、鹤壁
四市共查处违规在用通信
基站 27 个，依法拆除 21 个，
查封 6 个。其中，中国移动
河南公司违规在用基站 10

个，中国电信河南公司违规
在用基站 11个，中国联通河
南公司违规在用基站 6 个。
执法人员对违规的无线电
台（站）及其相关设备进行
了先行登记保存，依法立案
并根据违法行为的情节轻
重做出行政处罚，情节特别
严重的将移交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这次专项治理行动有效净化
了空中电磁环境，保证了其
他行业无线电台（站）和业务
的正常运行。

据了解，今年年底前将继
续在全省推进督察工作，加
强无线电台（站）的设置、使
用和管理，严肃查处各类私
自占用频率、未批先设、先设
后报等非法设置无线电台
（站）等行为，全力维护良好
的空中电波秩序。⑦11

我省举行辐射事故
应急综合演习

我省开展无线电非法
设台治理专项行动

今年前三季度

全省市场主体发展势头良好

11月11日，
河南省安阳市高
新区海河大道某
税务师事务所，
高 新 区 税 务 干
部正在对一家企
业所得税鉴证业
务进行逐项实名
检查。⑨6 毕兴
世 高保平 摄

“以往我们要在林州这边开‘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然
后回到项目所在地，挺麻烦的。现在通过网上办税服务厅就能办
理，真是太方便了。”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侯斌
对“互联网+税务”带来的便利深有感触。

“营改增”全面推行以来，河南红旗渠经济开发区国税局积极
转变思想观念，加快推进“互联网+税务”建设，积极践行“创新”，
以拓宽纳税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为目的，通过科学谋划、精心
组织，将网上办税服务厅强大的办税能力和大型企业涉税业务有
效对接，走出了创新服务模式的新路子，成功引导纳税人从“走马
路”到“走网路”。

牢固树立“用户思维”。全面推行“营改增”以来，建筑行业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税种的更迭，随之而来的是“外出经营活动税收
管理证明”开具业务量猛增，企业办税人员一天要多次往返税务
局，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也疲惫不堪。面对实际困难，在安阳市国
税局领导和相关科室的指导下，红旗渠经济开发区国税局经过多
方走访调研后，从纳税人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掌握“用户”意向，提
升“用户”体验，响应“用户”诉求，试点推出建筑企业“外出经营活
动税收管理证明”网上办税服务厅自助开具，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的
人力和物力，办税服务厅的办税压力也得到有效缓解。

精准服务企业。“营改增”以后，红旗渠经济开发区国税局辖区

内建筑业企业达到25家，其中多为大中型建筑企业，业务范围遍
及全国，对“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的需求也日益增多，为更
好地服务企业，该局各部门多次到建筑企业走访调研，与航天公司
技术人员研究摸索，不断完善建筑企业自助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
收管理证明”的流程。在试点过程中，由于纳税人设备不符合要求
和金三系统设置的原因，一直无法打通税务端与企业端的接口，经
多次与金三项目组及航天公司沟通反馈，修改软件，不断测试，最
终将网上办税服务厅开具全流程打通。

创新“互联网+税务”建设。今年5月1日至6月22日，红旗渠
经济开发区国税局13户建筑企业纳税人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
管理证明”共计1943份，平均每户每月百余份，如果每开具一份需
要跑一趟税务局，仅此一项，纳税人每月就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
力，而通过网上办税服务厅自助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
后，纳税人只需到税务局集中报送材料副本，有效节约了纳税人的
办税成本。自助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也让办税服
务厅的办税压力得到有效缓解，大厅开具一份“外出经营活动税收
管理证明”，从资料审核到打印，大概需要15分钟，一天也就开具
30多份，与纳税人的需求有不小的差距。试点自助开具以后，大厅
的办税压力得到减轻，税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也得到有效提升。

（周学顺 宋保云）

河南红旗渠经济开发区国税局：

引导纳税人从“走马路”到“走网路”

近几年，随着中央财政对农业投
入的增加，以及县委、县政府对民生
水利和生态水利建设力度的加大，
中牟县水务局纪检组按照“三转”的
要求，聚焦主业，扛牢责任，把案件
查办放在突出位置上，确保水利资金
安全。

一是敢于担当。纪检组从完善
制度、规范程序、加强检查入手，紧盯
人事、财务、工程施工、招投标等部门；
对各部门负责人加强教育、规范管理、
严格监督；在重大节日期间召开廉政
谈话会，畅通举报渠道，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二是敢于碰硬。县移民局刘
某利用分管移民安置的便利，虚报安
置户，套取国家移民资金，局纪检组顶

着重重压力，果断将刘某移交到司法
机关，并给予刘某开除党籍和公职的
处理。科级干部杨某利用分管工程的
权力，以权谋私，局纪检部门积极配合
县纪委，给予杨某全系统通报批评和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三是敢于亮剑。
施工总队冯某利用职务之便，盗卖工
程材料，纪检组及早介入，给予杨某开
除党籍和降低岗位等级处分。水利执
法部门萧某，作风散漫，经常上班迟到
早退，纪检组按照规定，给予萧某党内
警告处分。

近年来，该局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四风”行为 11 起，
处理 12人，其中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的5人。 （张小勇）

中牟县水务局

“拍苍蝇”成为新常态

我公司拟对原星峰集团水泥

生产相关机器设备、工程物资、生

产材料、备品备件、办公设备等物

资进行处置，请有意向购买单位或

个人联系。

联系人：王女士 耿先生

联系电话：0375-2667990

2667652

平顶山市西部投资建设开发公司

平顶山星峰集团

水泥生产相关设备

资产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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