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山东等省之后，吉林省最近启动公车“标识化”改革，
即在公车上喷涂公务标识和举报电话，随时随地接受群众
监督。6 图/朱慧卿

2018 年，惠民生工作将继续推进，与老百姓关系密切

的五险一金，至少迎来 5 个重大变化，《失业保险条例(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是重大变化之一。与现行条例相比，

《意见稿》中新增了为失业人员代缴基本养老保险费、职

业技能鉴定补贴和创业补贴，将医疗补助金调整为代缴

基本医疗保险费。（据1月4日中国新闻网）
“双代缴”是一个关乎劳动者切身利益、含金量很高

的政策红包。社保连续缴费不仅关系着养老、医疗等待

遇，还跟一些需要连续缴纳社保才能享受的公共政策捆

绑在一起，中断一个月就不算“连续”。正因如此，社保很

重要，缴纳要及时，今天已成为共识。在“双代缴”以前，

及时缴纳往往成为失业人员的后顾之忧甚至现实困难。

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替员工缴纳社保，然而失业者在重新

就业前有一个社保衔接中断的空档期，这个阶段的社保

缴纳就成了难题：要么寻“黑代缴”保“连续”——通过虚

假劳动关系参保缴费的违法行为，要么缴纳中断。尤值

得一说的是，失业者没有了收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

经济上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代缴基本养老保险费，解决了失业人员养老保险中

断的问题，解除失业人员“老有所养”的后顾之忧；代缴

医疗保险费，解决了失业人员领金期间“病有所医”问题

——“双代缴”保障范围更宽、保障水平更高，兜牢了民

生底线。6 （奚旭初）

□丁慎毅

“现在的人几乎是全部透明的”，

在日前举行的2018正和岛新年论坛

上，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在谈及隐私保护与信息安全话题时

提到，“马化腾肯定天天在看我们的

微信”。对此，微信官方1月2日回应

称，微信聊天内容只存储在用户的手

机、电脑等终端设备上，“我们天天在

看你的微信”纯属误解。

不过，这一回应并没有让各方

偃旗息鼓，反而招来不少网友反驳：

不留存不等于不看、不分析，难道朋

友圈的广告都是瞎推送的吗？就在

上个月，腾讯董事会主席兼 CEO 马

化腾还公开表示，腾讯平台每天有

超过十亿张的照片上传，节假日甚

至有二三十亿张照片上传，绝大部

分都是人的脸，尤其是中国人的

脸。腾讯几乎掌握了每个中国人过

去十几年来的面容变化，腾讯的人

脸识别能力非常强，甚至可以预测

其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在大数据分析能给企业带来

精准营销和市场收益的今天，人们

越来越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聊天

内容等隐私信息会成为“开发”对

象，这并非杞人之忧。微信作为国

内覆盖人数最广的社交产品之一，

其信息安全问题自然备受关注。公

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宪法》

第 40 条规定的一项重要公民权利，

《刑法》第253条也规定了“私自开拆

邮件、电报罪”。微信聊天记录应同

样适用法律的规定。2016年 6月 28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移

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对于其中的“记录用户日志信

息，并保存六十日”一项，国家信息

技术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

师李京春解释，这样做的目的也是

为用户提供一个清朗安全的环境，

在不法分子发布涉黄、涉毒等信息

时，便于调查取证。

大数据时代，数据资产是一种

宝贵资产，但是对这种资产的经营

必须以依法办事为前提，而不是仅

仅靠企业的承诺和节操背书。要确

保聊天内容不会被轻易偷窥和随意

利用，需要从法律和道德等多个层

面筑起“防火墙”。因此，关于微信

隐私，除了腾讯官方的诚实回应，还

需要有相应的司法解释。6

日前，泉州市政府办印发关于推进电子证照应用管理

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求：凡是有条件通过互联网受理的

事项，不再要求服务对象现场提交材料；凡可通过证照平台

共享获取的材料，不得要求服务对象重复提交，进一步提升

人民群众的改革获得感。（据1月3日《海峡都市报》）
电子证照值得推广。行政审批过程中大量纸质证照

的提交和流转，造成资源浪费和审批效率低下，滋生“奇

葩证明”“循环证明”，折射着“办证难”“跑证难”的辛酸，

成为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的一环。政府努力提升

“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力推

电子证照的全面运用，不仅能够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更是法治政府建设应有的举措。

打破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建设和搭建信息共

享平台，让电子证照多起来，才能消除办事流程过多过滥

弊端，提高行政效率，提升群众满意度。2 （谢晓刚）

让电子证照多起来

“郑”好势头成就“郑”高速度
“人才资源密集、物流

基础良好、产业基础雄厚”

这样的基础，营造了郑州产

业发展的“势”，产生了叠加

效应，才能在郑州经开区演

绎一段“速度”佳话。

□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当很多人刚从一年前那个“上

汽乘用车第三工厂确认落户郑州”

的喜讯中回过神来，上汽集团郑州

基地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投产了，

而且还创造了两个令人惊叹的速

度：从谈判到签约再到新工厂落成

及二期项目启动，仅用了一年不到

的时间，创造了中国汽车史上跨地

区合作最快速度；从上料、焊装、喷

漆到总装，以最快60秒就有一台车

身下线的速度，带给了河南一座互

联网汽车智能工厂。（据本报1月4
日报道）

为什么能有这样的“速度”？

上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虹的

一句话切中肯綮：“郑州具有人才

资源密集、物流基础良好、产业基

础雄厚的独特优势。”就像牛羊逐

水草而居一样，产业往往也是顺势

而生、应势而兴，“人才资源密集、

物流基础良好、产业基础雄厚”这

样的基础，营造了郑州产业发展的

“势”，产生了一种叠加效应，这才

能在郑州经开区演绎一段“速度”

佳话。

前些天笔者一位老师到郑州

来，谈起他对郑州的印象。十几年

前到郑州，坐车经过中州大道金水

立交，东区还是一片工地和荒地，

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三年前到郑

州，再经过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看

到的东区已然是一座流光溢彩的

现代化新城，当时北三环还在修桥

铺路，到处是工地，给人的感觉是

郑州拼了命在追赶；这次来郑州，

机场变成了新的，中州大道上的立

交桥一个比一个雄伟，高楼大厦漂

亮齐整，完全出落成了超级大都市

的模样。他感慨地说，最震撼人心

的魔术，莫过于用十几年的时间

“变”出一座欣欣向荣的大都市。

最近网上有篇文章《中国最重

要的十大战略城市》流传甚广，其

中“武汉郑州城市组”因“中国的经

济地理中心，战略地位极度重要”

而名列第三位。文章分析说，“尤

其是陆路交通，武汉、郑州具有绝

对性、压倒性、摧毁性的优势地

位。在铁路系统，武汉和郑州千公

里内直达城市，覆盖中国经济总量

的 90%以上，是中国高铁时代的大

陆核心。”这也是为什么武汉和郑

州均获支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这是国家战略，也是时代之选。

此前，财经学者叶檀也曾断言，郑

州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十大城市之

一，并以“烈火烹油”来形容郑州

的发展态势。

的确，从产业梯次转移的风口

浪尖到临空经济的后起之秀，从高

铁时代的枢纽到现代物流的分拨

中心，从众多国家战略密集叠加到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干劲十足，从

拥有多达一亿的人口腹地到“十二

五”期间净流入 185 万人口的“吸

人”佳绩……郑州近些年的高速发

展，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就跟

股票和楼市在某种程度上玩的是

心理预期一样，城市的发展势头也

是这样。诚如有网友所说，郑州的

“城运”到了，迎来了跨越发展的历

史窗口期。

好势头，成就高速度。上汽集

团郑州基地新工厂的建设投产“速

度”是惊人的，郑州市区建成区面

积 70 年扩大 75 倍，从 2006 年到

2016 年十年间扩大 161.04 平方公

里的城市“生长速度”也是令人咂

舌的，外地朋友眼中郑州数年间模

样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速度，同样

是魔术般的。电影《无极》里有句

台词，“真正的速度是看不见的，就

像风起云涌、日落月升，就像你不

知道树叶什么时候变黄，婴儿什么

时候长出第一颗牙来，就像你不知

道什么时候会爱上一个人”。如今

也可以加上一句——就像一座城

市脱胎换骨、强势崛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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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
护，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
据《财政部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
〈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
通知》（财税〔2017〕80号）精神，结合
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水资
源税征收管理。

第三条 除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
情形外，其他利用取水工程或设施直
接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
为水资源税纳税人，应当按照本办法
规定缴纳水资源税。

水资源税纳税人应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60
号）、《河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
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126号）等
规定申领取水许可证。

第四条 下列情况，不缴纳水资源
税：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
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取
用水的；

（二）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
畜禽饮用等少量取用水的；

（三）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为配置或
者调度水资源取水的；

（四）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
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
用（排）水的；

（五）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
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用水的；

（六）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
境必须临时应急取用水的。

第五条 水资源税的征税对象为
地表水和地下水。

地表水是陆地表面上动态水和静
态水的总称，包括河流、湖泊（含水库）
等水资源。

地下水是埋藏在地表以下各种形
式的水资源。

第六条 水资源税实行从量计
征。除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外，
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实
际取用水量×适用税额。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的实际取用水
量按照销售水量确定。

疏干排水的实际取用水量按照排
水量确定。疏干排水是指在釆矿和工

程建设过程中破坏地下水层、发生地
下涌水的活动。

第七条 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贯
流式（不含循环式）冷却取用水应纳税
额的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实际发电
量×适用税额。

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取用水，是
指火力发电企业从河流、湖泊（含水
库）等水源取水，并对机组冷却后将水
直接排入水源的取用水方式。火力发
电循环式冷却取用水，是指火力发电
企业从江河、湖泊（含水库）、地下等水
源取水并引入自建冷却水塔，对机组
冷却后返回冷却水塔循环利用的取用
水方式。

第八条 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所
称适用税额，是指取水口所在地的适
用税额。

第九条 水资源税具体税额标准
按照地表水和地下水分类分行业确
定。

取用水行业分为；农业生产者（超
规定限额）、城镇公共供水、农村生活
集中供水、特种行业、其他行业。

第十条 严格控制地下水过量开
采，对取用地下水适用较高的税额标
准。

一般超釆区取用地下水按照非超
釆区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 2倍征收，
严重超采区取用地下水按照非超釆区
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3倍征收。

在城镇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地区取
用地下水，其税额高于城镇公共供水
管网未覆盖地区。

疏干排水、地源热泵直接外排视
同取用地下水。

第十一条 农业生产超限额取用
水、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
式饮水工程取用水、疏干排水回收利
用（不含疏干排水直接外排）、地源热
泵回灌水，适用较低的税额标准。

农业生产取用水包括种植业、畜
牧业、水产养殖业、林业取用水等。农
业生产取用水限额标准由省水利厅会
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
工程，是指供水规模在 1000立方米/
天或者供水对象 1万人以上，并由企
事业单位运营的农村人口生活用水供
水工程。

第十二条 对特种行业取用水，从

高确定税额。
特种行业取用水包括高尔夫球

场、洗车、洗浴、滑雪场取用水等。
第十三条 纳税人应当按水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的计划取用水。纳税人（不
纳入用水计划管理的纳税人除外）当年
累计取用水量超过水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年度取用水计划的部分，主管税务机
关应按下列规定征收水资源税：

（一）对取用水量超过计划 20%
（含）以下的，超过部分按水资源税税
额标准的2倍征收；

（二）对取用水量超过计划20%至
40%（含）的，超过部分按水资源税税
额标准的2.5倍征收；

（三）对取用水量超过计划40%以
上的，超过部分按水资源税税额标准
的3倍征收。

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或未依法取
得年度取用水计划的，按水资源税税
额标准的3倍征收。

第十四条 下列情况，免征或者减
征水资源税：

（一）规定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
水，免征水资源税；

（二）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免征
水资源税；

（三）除接入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以
外，军队、武警部队通过其他方式取用
水的，免征水资源税；

（四）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免征
水资源税；

（五）釆油排水经分离净化后在封
闭管道回注的，免征水资源税；

（六）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的其
他免征或者减征水资源税的情形。

第十五条 水资源税由地方税务
机关负责征收。

第十六条 除城镇公共供水企业
以及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
工程外，水资源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为纳税人取用水资源的当日。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农村人口生
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水资源税的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销售水的
当日。

第十七条 除农业生产取用水外，
水资源税按季征收。对超过规定限额
的农业生产取用水缴纳水资源税，可
以按年征收。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纳
税的，可以按次申报纳税。

纳税人应当自纳税期满或者纳税
义务发生之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

第十八条 纳税人应当向其生产
经营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
资源税。

我省境内的水资源税纳税人，其
纳税地点需要调整的，由省财政厅、地
税局决定。

第十九条 跨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调度的水资源，由调入区域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征收水资源税。

第二十条 建立税务机关与水行
政主管部门协作征税机制。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取用水单
位和个人的取水许可、年取用水计划、
实际取用水量、超计划（定额）取用水
量、违法取水处罚、超釆区和严重超采
区划定等水资源管理相关信息，定期
送交税务机关。

纳税人根据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
的实际取用水量向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税务机关应当按照核定的实际取
用水量征收水资源税，并将纳税人的
申报纳税等信息定期送交水行政主管
部门。

税务机关定期将纳税人申报信息
与水行政主管部门送交的信息进行分
析比对。征管过程中发现问题的，由
税务机关与水行政主管部门联合进行
核查。

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应当依照国
家技术标准安装取用水计量设施，并
如实向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主管税务机
关提供与取用水有关的资料。纳税人
未按规定安装取用水计量设施或者计
量设施不能准确计量取用水量的，由
水行政主管部门按日最大取水（排水）
能力核定取用水量，主管税务机关依
此计征水资源税。

第二十二条 纳税人和税务机关、
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
办法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法律
责任。

第二十三条 水资源税按 3∶7的
比例在省与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之
间进行分配，各省辖市与所辖县（市、
区）之间的分成比例由各省辖市自行
确定。跨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水电
站的水资源税分配比例，由省财政厅

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水资源税开征后，水

资源费标准降为零。取用水单位和个
人预交的水资源费，可抵顶2017年12
月 31日前发生的应纳水资源税；未抵
顶完的预交水资源费，由当地财政部门
返还。取用水单位和个人应交未交的
水资源费，应当于 2017年 12月 31日
前交入财政部门非税收入汇缴专户。

第二十五条 水资源税的征收管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河南省税收保障办法》（省政府
令第174号）及本办法的规定执行。具
体征收管理办法由省地税局、财政厅、
水利厅、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制定。

第二十六条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期间，城镇公共供水企业以及农村人
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缴纳的
水资源税不计入自来水价格或者供水
价格，实行价税分离，不履行价格听证
等调价程序，不作为增值税计税依据。

第二十七条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期间，水行政主管部门相关经费支出
由同级财政预算统筹安排和保障。对
原有水资源费征管人员，由当地政府
统筹做好安排。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7年12
月1日起施行。

河南省人民政府

单位：元/立方米

备注：表中的“其他行业”，包括个人。

类别

地表水

地

下

水

城镇公共供水

其他用水

非超采区

超采区

严重

超采区

取用水户

农业生产者（超规定限额）

农村人口生活集中式饮水工程单位

特种行业

其他行业

农业生产者（超规定限额）

农村人口生活集中式饮水工程单位

特种行业

其他行业

特种行业

其他行业

特种行业

其他行业

城镇公共

供水企业

水力发电企业（元/千瓦时）

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用水企业（元/千瓦时）

回收利用疏干排水的单位和个人

地源热泵使用者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外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外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外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外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外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外

居民

特种行业

其他行业

税额标准

省辖市

0.1

0.1

2

0.4

0.2

0.1

6

5

2.3

1.8

12

10

4.6

3.6

18

15

6.9

5.4

0.35

2

0.4

0.005

0.0007

0.4

0.15

县（市）

4

3

1.1

0.9

8

6

2.2

1.8

12

9

3.3

2.7

0.3

0.1

河南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河南省水资源税税额标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