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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调研河南省矿产品行业资源税代征工作
□本报记者 谭勇
本报通讯员 陈跃峰 谭振华

2019年 9月 27日，国家税务总局
有关领导在河南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
的陪同下，对我省矿产品行业资源税
代征工作进行调研。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领导通过听取
汇报、交流座谈等形式，详细了解我省
矿产品行业的发展情况、资源税代征
工作的经验和模式，并征求矿产品行
业部门对全国矿产品资源税代征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对我省矿产品行业资
源税代征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我国矿产资源点多面广，矿种多，
品质难辨，不易管控，资源税征收专业
性强，资源税征缴工作在全国都是一

个难题。省矿产品行业十几年来大胆
创新、勇于探索，不断加大科研投入，
引进专业人才，利用行业科技优势、人
才专业优势、行业管理优势，自主研发
行业大数据平台，受财政、税务部门委
托，在全省代征代缴矿产品资源税。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领导详细了解
“矿产品行业大数据平台”的设计、技
术、功能、建设路径。专家介绍，“矿产
品行业大数据平台”基于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技术，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可以
实时计税、移动计量、质量鉴别，并无
缝对接（或替代）企业销售计量终端，
从源头上堵住了征税漏洞，达到了矿
产品生产、加工、贸易等企业和行业的
深度融合，促进行业管理的规范化、标
准化，做到高效、精准、便捷代征，实现

了应收尽收，在全国首创了矿产品资
源税代征代缴新模式。

国家税务总局对省矿产品行业“互
联网+资源税代征”“行业大数据平台”
等创新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充分肯
定了在河南省税务局的领导和指导下
矿产品行业代征工作取得的成绩。

《资源税法》将于2020年 9月 1日
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要求，一是要
规范代征行为，依法依规严格开展代
征工作；二是要精细化管理，对所有涉
税数据和信息精准统计；三是要加强
法规政策学习，提升专业素质和业务
水平；四是要坚持履职尽责，推进资源
税代征工作；五是要加强代征资金监
管，与银联、银行等金融部门对接，设
立代征专用账户，保障税款及时入库，

确保代征税款安全。同时，要设法降
低企业纳税成本，简化流程，为企业提
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就下一步如何更好开展矿产品行
业资源税代征工作，国家税务总局有关
领导希望，尽快实现行业代征系统与全
国税务信息化系统的对接；在即将召开
的全国税收工作会议上，汇报创新模
式；与中国矿业联合会积极沟通、加强
合作，把先进经验尽快在全国推广。

省矿产品行业负责人表示，将严格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要求，继续切实发
挥“矿产品行业大数据平台”的优势，为
矿产品行业从业者提供便捷的纳税、交
易、物流、金融等相关服务，实现政府、
财税部门、行业、纳税人的“四方共赢”，
全面推进矿产品行业代征工作发展。

■相关链接：

发展中的渑池

在渑池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为了增加资源税收入，专门设立矿产品

计量服务中心（交易中心），是县政府直

属机构，在省矿产品行业的指导下，依

托省矿产品行业大数据平台，开展资源

税代征代缴工作。矿产品计量服务中

心（交易中心）成立后，在政府、财政、税

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行业大数据

平台的数据比对，纳税信息共享，形成

综合治税新机制，实现资源税的高质

量、高效率征管，规范了矿产品行业税

收秩序，开创了矿产品行业良性循环发

展的新局面。在实现资源税征收逐年

增长的同时，也带动其他税种税收的增

长，2019年 1月—8月份，完成税费总收

入4.63亿元，同比增长10.2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今后，渑池县矿产品计量服务中

心（交易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将在省

行业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在渑池县委

县政府的领导下，认真学习国家颁布

的新税法，提升专业知识；为企业做好

纳税、物流、金融、结算等便捷的服务

工作；提高代征税款的安全性，加强代

征税款监管，规范代征行为，配合做好

“矿产品行业大数据平台”的升级工

作，积极探索矿产资源领域税收征管

的新方法，构建“社会治税综合化+行

业代征信息化+税收征管精细化”的

征管新模式，争取成为全省乃至全国

资源税代征的标杆。

□新华社记者 胡浩 施雨岑 王鹏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
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
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10
月 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的盛况让广大知识分子、青
年学生深感骄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令大家无比振奋。

大家坚信，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
有穷期，千千万万努力奋斗的力量汇
聚在一起，必将书写更新更美的时代
篇章。

歌唱，为祖国史诗般的
进步礼赞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新
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深刻阐明新中
国 70年创造的人间奇迹，豪迈展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亿万中
华儿女满怀豪情、充满自信。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感慨
万千。这位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的老

人，刚刚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
国家荣誉称号。“今日欣欣向荣的敦煌
和曾经惨遭列强掠夺破坏的敦煌，鲜明
对比正是中国今昔巨变的缩影……”
老人挺直腰杆坚定地说，“虽年过八
十，但只要我一息尚存，必将为中华文
化的繁荣兴盛尽心竭力，贡献自己的
力量。”

曾亲眼见证旧中国、旧社会如何
分崩离析，王蒙深信，新中国的命运
就是自己的命运。这位与新中国共
同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说：“新中国
的成立、发展、建设是我一生的经历，
也是我创作的主题。新时代必将是
大有可为的时代，我希望一直写下
去，为国家、民族和历史创造新时代
的经典。”

千里之外，刚从西太平洋执行科
考任务返回青岛奥帆基地的中国海洋
大学“东方红3”船上，传来阵阵激昂的
国歌声。船长蒋六甲说：“今天在船上
升起国旗、唱起国歌，我们心中充满力
量。我们会踏踏实实完成每一段航
程，执行好每一次任务，让‘东方红 3’
成为国之重器，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

力量。”

爱国，凝聚成一往无前的力量

新中国 70年巨变的根本原因，70
年历史性变革的内在逻辑，就是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
示，新的历史起点上再起航，必须高举
旗帜、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必须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北京市第八中学
校长王俊成说，“我们要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学生
心中，把他们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中国之所以能不断攻坚克难、
开拓前行，关键就在于中国人民始终
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凝聚起如钢似
铁、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来自香港的兰州大学 2019 级新
生林世鸿说，“我相信，在我们新一代
青年的共同努力下，祖国一定会更加
繁荣昌盛。”

走在“民族团结”方阵中，就读于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的维吾尔族小
伙子伊力尔江·哈力克感觉温暖幸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要贡
献自己的力量，与各族人民共享中华
民族新的光荣和梦想”。

奔跑，把圆梦的辉煌写在未来

“爱国，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
上，要把个人的人生理想同祖国的前
途命运结合在一起。”被授予“人民教
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高铭暄已是91岁高龄。他
说，“我身体还可以，还要继续工作，为
我国法学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在“创新驱动”方阵中走过天安门
广场，华北电力大学控制与计算机工
程学院学生辛文昱深感重任在肩。“正
是无数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精神，让越
来越多的‘中国创造’‘中国智造’成为
国际市场的闪亮名片。在未来，我也
要用自己的所学，助力国家的科技发
展走上新台阶。”辛文昱说。

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洪流，巍巍
“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习近平总书
记在讲话中为我们坚定信心：中国的
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据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6 日电 1974
年 3月,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农民在
抗旱打井时,不断挖出陶质碎片和陶
质的人的肢体以及马匹躯体。后经
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揭开了埋藏于地
下2200多年的秦俑宝藏。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按其发现顺
序,依次定名为 1号坑、2号坑和 3号
坑。从三个俑坑中已发掘出类似真
人、真马的陶俑、陶马共8000余件,木
质战车百余乘,青铜兵器数万件。气
势磅礴的军阵,在地下排列有序,车步
骑混合编组,形象地再现了秦始皇威
震宇内、统一六国的雄伟军容。它们
是以写实手法表现人物的庞大艺术群
体,造型生动,刻画逼真,填补了中国
古代雕塑史中秦代雕塑史的空白,为
研究秦代的历史、军事制度及文化艺
术,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这
是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被誉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秦始皇陵兵马俑发掘前后,我国

还有几个考古重大发现。
1972年至 1974年,马王堆 1号、

2号、3号汉墓先后在长沙市东郊浏
阳河旁的马王堆挖掘出土。1号汉墓
出土的女尸,时逾 2100多年,全身润
泽,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
相当完整。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保
存时间最长的一具湿尸,是防腐学上
的奇迹。

1975年底至1976年春开始的睡
虎地发掘工作,使沉睡了 2000 多年
的秦代竹简面世。作为我国首次大
量发现的秦代竹简,它们有一半以上
记载了秦代的法律,是我国迄今发现
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不仅对
于历史研究,而且对于弘扬优秀的传
统文化、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都具
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
震惊世人的考古发现

新中国峥嵘岁月

·

▲10 月 6 日，焦作市解放区
第一幼儿园的师生用废旧纸箱、纸
盒制作玩具，培养孩子们节约资源
的好习惯。⑨3 李良贵 摄

▶10 月 6 日，游客在民权县
花园乡赵洪坡村的锦绣花园游乐
园游玩。国庆假期，民权大力发展
乡村游建设，周边县乡游迎来高
峰。⑨3 王自力 摄

本报讯（记者 张鲜明）记者10月
6日获悉，根据著名作家周大新小说
《安魂》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开封杀青。

电影《安魂》讲述了一位名叫唐大
道（巍子饰）的功成名就的作家在儿子
去世后，在痛苦中反省自我，从迷失走
向未来的感人故事。影片主人公唐大
道因自己的固执和偏见，间接导致儿
子病发离世。愧疚、痛苦和思念让他
迷失在“招魂”的虚假安慰中。实施招
魂术的父子在对唐大道行骗的过程中
被其感动，最终停止了对唐大道的再
度伤害。该片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
影片，围绕亲情、爱情、人情，解读人
性、剖析人心，表达“所有的遗憾莫过
于‘来不及’，时光流逝、繁华散尽，请

珍惜所有”这一立意。
这部由河南影视集团、北京秉德行

远影视传媒、日本株式会社PAL企画、
聚丽影视传媒等联合制作出品的电影，
是日本著名导演日向寺太郎、编剧富川
元文携手中国实力团队共同打造的一
部力作，巍子、陈瑾、张立、北原里英等
中日演员在这部影片中扮演重要角
色。影片全程在我省取景拍摄，主要取
景地则选在开封。开封铁塔、古城墙、
开封西湖、开封美食、市井民俗等古城
景观和文化符号都将在电影中呈现。

周大新说，《安魂》是一部艺术质
量很高的故事片，是送给中国一百万
失独父母的安慰，是送给全世界失去
儿女的父母的安慰。③8

电影《安魂》在开封杀青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娟）一个典型就是一面
旗帜，一个先进就是一个标杆。近日，
南阳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先进典型事迹巡回报告会宛城区专
场如期举行。来自南阳市不同行业、
不同战线的6名优秀党员代表，用朴实
的语言、真挚的感情和生动的细节，向
全区党员干部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初心
的赤诚、对使命的执着，让听众备受鼓
舞。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南阳市充分发挥英模人物多、先
进典型多的优势，组建先进事迹报告
团，突出“实”“活”“广”三个关键，扎实
开展巡回宣讲活动，助力引领主题教
育走深走实。

在主题教育中，南阳市紧密结合
实际，经过层层选拔，从全市先进典
型、最美人物、行业标兵中精心挑选了
扎根乡村教育 20年的时代楷模、最美
奋斗者、全国道德模范、镇平县黑虎庙
小学校长张玉滚，身残志坚脱贫争先
的全国自强模范、桐柏县埠江镇付楼
村党支部书记李健，全国“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宛城
区科技局原局长陈增喜，全国特级优
秀人民警察、南阳市公安局网安技侦
支队支队长李保山，全市学科带头人

马玉红，全国优秀志愿者李相岑，解甲
归田终不悔的 97 岁退役老军人解建
业，脱贫攻坚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彭叶
等8位典型作为报告团成员，组建巡回
宣讲工作专班，深入挖掘先进典型事
迹，从讲稿撰写、宣讲形式、课件制作
等8个环节精心打磨，先后组织7次模
拟宣讲，确保巡回宣讲高标准高质量。

除在全市主题教育动员会上宣讲
外，报告团还在全市所有县市区开展
集中宣讲。此外，结合每位报告团成
员本职工作和岗位特点，组织扎根教

育 20年的小学校长张玉滚、眼科医院
院长马玉红、优秀警察李保山等分别
到教育、卫生、政法等行业开展宣讲，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增强宣讲的吸
引力、感染力。报告团还深入基层，组
成 3个小分队，走进街道、农村、社区、
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开展巡回分散宣
讲，让先进典型事迹走进街头巷尾，走
进千家万户。截至目前，已进行集中
宣讲 9次，各种形式宣讲累计 60余场
次，接受教育3万多人次。

宛城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陈
助民表示，报告团每名成员的宣讲
都凝聚着几十年拼搏奋斗的宝贵精
神，带给我们深深的感动和满满的
正能量，让我们接受了一次精神的
洗礼。③8

学习先进提素质 不忘初心践使命

南阳：典型引领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上接第一版）去年以来,我同委员长同
志五次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
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方愿同朝方携手努力,以建交70周
年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
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值此朝中
建交 70 周年之际,我谨代表朝鲜劳
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朝鲜人民,向总书记同志,并通过
总书记同志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致以最
热烈的祝贺和最诚挚的祝愿。

金正恩表示,朝中两国建交具有

划时代意义。70年来,朝中两党、两
国人民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的征程中始终同生死、共患难,历经
岁月洗礼,书写了伟大的朝中友谊历
史。当前,朝中关系步入继往开来、
承前启后的重要关键时期。坚决继
承朝中友谊这一优秀传统,实现两国
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复兴,是我和朝
鲜党、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
总书记同志紧密携手,按照朝中两国
人民的共同愿望,巩固和发展令世界
羡慕的朝中友谊,用友好和团结的力
量坚定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坚定维护
朝鲜半岛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习近平同金正恩互致贺电

我体验 我快乐

10月 3日，在襄城县范湖乡凹郭村，农民在收获火红的高粱。该乡积极
探索党建引领扶贫新路径，发展特色产业，种植新品种红高粱，帮助贫困户实
现增收致富。⑨6 古国凡 郝凯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