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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卫辉市猴头脑村

百亩花椒承载致富梦
眼下，走进卫辉市狮豹头乡大山

深处的猴头脑村，百亩花椒树长势正
好。村民们说，这可是一棵棵“摇钱
树”，是这个脱贫村的“新希望”。

中国电信新乡分公司在帮扶该村
后，积极帮助村里解决道路、饮水、通信
等实际困难，去年该村顺利脱贫。为帮
助村民稳步脱贫奔小康，经过多次实
地考察和论证，该公司还为村里选定
了花椒产业扶贫项目，除免费提供一万

株花椒苗外，他们还与卫辉当地企业积
极联系沟通，推行“公司+农户”经营模
式，和猴头脑村签订保底价订单收购协
议，让农户吃上“定心丸”。

村支书任俊峰说，花椒树不仅耐
旱、耐瘠，而且产量高、价钱高，再加上
有企业上门收购，让大家对花椒种植充
满信心，今年全村累计种植达120余亩，
预计三年内种植面积将达500余亩，为村
民增收致富提供坚实保障。 （李娟）

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延津县人民法院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政治
本色和前进动力，作为加强法院机关
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的终
身课题。

压实两个责任，不断增强监督严
肃性、协同性、有效性。进一步完善党
内监督体系，推动党组主体责任、书记
第一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检监
察监督责任的贯通联动，严格落实，切

实强化院庭长监督管理职责。
强化日常监督，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通过加强对日常管理制度执行情
况的监督检查、坚守重要节点、紧盯
薄弱环节，严查节日期间四风问题、
深入整顿司法不规范问题，严防老问
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做大，不
断提升司法公信，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满意度。 （陈龙）

头奖7注743万
奖池8.35亿

当期双色球头奖 7 注，
单注奖金为 743万多元。这
7注一等奖花落 3地，山西 1
注，上海 5注，湖南 1注，共 7
注。

二等奖开出 63注，单注
金额 33 万多元。当期末等
奖开出1362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4∶2，三区比为 1∶3∶2；奇偶
比为1∶5。其中，红球开出两
枚重号 18、32；一枚隔码 12；
两组偶连号 18、20，30、32；
两组同尾号 12、32，20、30；
蓝球则开出05。

当期全国销量为 3.64亿
多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
金额为 8.35 亿多元，下期彩
民朋友将有机会 2 元中得
1000万元。

购彩的三种境界
懂得就是快乐

人们常说“人生在世，心态很重要”，一
个人对待事物的心态，影响着他的一举一
动，决定了人生轨迹的起伏远近。

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曾提出著名的
“四句教”，核心意思是说：修身在正心，正心
在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双色球游戏作为广大彩民朋友的休闲
娱乐方式之一，不仅寄托着每个人的梦想，
也汇聚着每个人的善心，久而久之，也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购彩境界”。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也是王阳明心学文化的核心
思想。主张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以知为行，
知决定行。

提到双色球，自然会联想到千万大奖，
联想到中奖之后的幸福生活。然而，单纯的
幻想与羡慕、只停留在嘴边的头头是道，并
不能帮你带回双色球大奖，弄懂玩法、亲自
买上几注，才有机会邂逅大奖。

泰然处之

人人都想中奖，可大奖真的到来时，却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惊”。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有崎岖坎坷，也
有美妙时刻，想要达到心静如水、泰然处之
的境界，非大毅力者不可为。

初心不改

曾记否，你初次购彩时的情景；曾记否，
第一次中奖时的喜悦；曾记否，公益活动时
那一双双充满感激的明眸。

每个人初识双色球的理由，各有不同；
购彩多年，遇到的经历也各有千秋。时光恰
如白驹过隙，如今双色球早已走过十余载岁
月，伴随多年的你，又是否初心不改？

双色球虽轻，却能承载善心
在双色球的世界里，那些敢想敢为、面

对得失欣然以对、面对诱惑初心不改的能人
隐士，更能享受购彩之乐、生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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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民
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完
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 更好促进残疾人就
业的总体方案》（发改价格规〔2019〕2015号）
及《财政部关于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2019年第 98号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
申报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2019年第 49
号公告）等规定，为全面落实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
金”）征收有关政策，进一步方便缴费人，优化
营商环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政策变化内容

（一）实行分档征收政策
自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对残保金实行分档减缴政策。其中：用人单位
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 1%（含）以上，但低
于我省规定比例 1.6%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50%缴纳；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在
1%以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90%缴纳。

（二）小微企业暂免征收政策
在职职工总数 30人（含）以下的企业，暂

免征收残保金。
（三）明确征收标准上限口径
残保金征收标准上限，按照当地社会平均

工资的2倍执行。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按照所在
地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

（四）合理认定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形式
用人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

在本单位就业的，各级残联所属的残疾人就业

服务机构在审核时要相应计入并加强动态监
控。派遣单位和接受单位在审核前要协商一
致，将残疾人数计入其中一方的实际安排残疾
人就业人数和在职职工人数，不得重复计算。
2020年 5月底之前（以后每年为 1月底之前），
劳务派遣单位要到税务登记地的残疾人就业服
务机构，申报本单位上年度派遣残疾职工情况。

（五）纳入社会信用评价体系
对未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且拒缴、少缴

残保金的用人单位，将其失信行为录入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

二、审核、申报事项

用人单位每年应当根据本单位安排残疾
人就业情况，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按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审核和申报缴纳残保金。

（一）审核、申报时间
为进一步方便缴费人，2020 年度按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和申报缴纳残保金的时
间均为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每年度审核本单位上年安排残疾人就业
情况，以及申报缴纳上年的残保金，以后各年
度均按以上期限执行。

（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机构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由各级残联

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其中：中央
驻郑单位及省直的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和纳入省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税
务管理的企业，到河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审核；其他单位到税务登记所在地的残疾人就
业服务机构进行审核。

（三）调整《残保金缴费申报表》
根据残保金征收管理新政策，国家税务总

局将分档征收、征收标准上限口径及小微企业
暂免征收政策在《残保金缴费申报表》中进行
了规范。

（四）催报催缴工作
根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

法》（财税〔2015〕72号文件印发）第二十六条
规定，每年征收期结束后，主管税务机关需与
财政部门对接，将上一年度征收期内已做费种
认定且未申报残保金的用人单位数据，书面提
交同级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
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
外，还应当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5‰的滞纳
金。

有关审核方式、申报流程、需提交的资料
等，与以往年度相同，可在相关网站查阅。

三、其他事项

（一）以后年度有关审核和申报征收事项按照
此公告执行，如有政策变化以通知或文件为准。

（二）自公告之日起，用人单位可向税务部
门纳税服务大厅、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申
报缴纳残保金相关事宜；向各级残疾人就业服
务机构咨询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相关事
宜。

省、市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地址及联系方式：
河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1-60856911
单位地址：郑州市金水东路与德善街交叉

口向南 200米路西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办公
楼1107室

郑州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1-67181093、67181095
单位地址：郑州市经开第四大街与经南三

路交叉口西南侧
开封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1-23980179
单位地址：郑开大道和三大街交叉口市民

之家三楼C区70号窗口
洛阳市残疾人劳动就业管理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9-69910156、69910157、

69910158、69910159
单位地址：洛阳市洛龙区金城寨街26号
平顶山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5-7666156
单位地址：平顶山市诚朴路 103号三楼年

审大厅
安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2-2263382
单位地址：安阳市平原路北段 293号安阳

市残疾人联合会
鹤壁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92-3336650、3206220
单位地址：鹤壁市淇滨区九江路东段
新乡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3-3351839、3356608
单位地址：新乡市人民东路与新二街交叉

口市民中心二楼
焦作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91-3908222
单位地址：焦作市山阳路75号
濮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93-8998261、8959687
单位地址：濮阳市石化路中段
许昌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4-2968259
单位地址：许昌市学府街西段

漯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95-5763878
单位地址：漯河市召陵区庐山路和滦河路

交叉口（漯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三门峡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98-3198673
单位地址：三门峡市行政服务中心 7楼残

联窗口（崤山路东段铝厂转盘）
南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7-63261069、63209728、

63209702
单位地址：南阳市伏牛路1号
商丘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0-3259712
单位地址：商丘市长江路东段378号
信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6-6767578、7636316
单位地址：信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一

楼（信阳羊山新区新三十二大街与新三路交叉
口大别山高中对面）

周口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94-8369922
单位地址：周口市东新区平安路与腾飞路

交叉口东200米路北
驻马店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96-2679936
单位地址：驻马店市慎阳路586号
济源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91-6836825、6835991
单位地址：济源市民之家C区4楼残联窗口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河 南 省 财 政 厅
河 南 省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2020年4月26日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有关事项的公告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为

严明工作纪律，激发广大党员干部

认真履职、主动担当意识，项城市卫

校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化

监督检查，坚持以严明的纪律持续

推动疫情防控工作和返校复课各项

工作落实。疫情防控期间，专门下

发通知，要求学校党员干部要提高

政治站位，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认

识、理解和把握疫情防控工作，确保

上级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真

正落地见效。通知强调，该校纪检

监察室将落实“靠前监督、全程监

督、精准监督、有效监督”的要求，强

化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职

能，把纪律挺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加

强对学校各科室疫情防控工作的监

督，重点检查防控部署是否到位、精

神传达是否到位、责任落实是否到

位、措施执行是否到位。对贯彻落

实疫情防控决策部署行动迟缓、措

施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从严从重

处理。该校校长崔红要求要始终坚

持以严明的纪律持续推动疫情防控

工作落实，对落实疫情防控工作不

深入、不扎实以及疫情防控工作中

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坚决

严肃查处，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使党

员干部认清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的

严峻形势，夯实了纪律作风，为做好

疫情防控、医疗工作两不误提供了

坚强的纪律保证。

（常志峰）

强化监督检查 助力疫情防控 医疗安全统筹抓
纪检监察走在前 医疗行为更规范

原阳县人民医院坚持以人为本，
将维护广大患者的权益作为医院纪检
监察的重要职责。坚决纠正损害群众
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广大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把纪律和监督
挺在前面，认真履行监督首要职责。
将“三合理一规范”工作常态化开展，
该院纪检监察室每月对临床科室、重
点部门进行督导，发现问题马上整改，

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坚持一手抓
监督、一手抓惩治。对于医院存在的
个别共性问题，组织相关科室负责人
进行座谈，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
找出解决方案、全程参与指导，事后进
行检查落实。纪检监察干部不但维护
了患者合法权益，也成了医院医生护
士的知心人。真正实现了纪检走在
前，医疗更规范。 （陈栋）

履职尽责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举措
原阳县委政法委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举措，为政法业务开展打下坚实基
础。一是班子成员带头认真履行“一
岗双责”，防微杜渐，警钟长鸣，增强政
法队伍全面从严治党意识，实现从严
治党工作常态化。二是严格要求政法
各单位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对照权力运行程序，紧盯各项执法
环节，排查廉政风险点，健全制度，从

源头上防控廉政风险的发生。三是建
立健全政法系统廉政约谈机制，对有
问题苗头和错误思想倾向的人员，及
时开展约谈，提醒廉政纪律、筑牢思想
堤坝、防患于未然，促进廉洁从政。四
是认真落实政治督察、执法监督、纪律
作风督查巡查工作要求，对管党治警
不力或发生严重问题的，严肃追责、问
责。 （杜利平 李安然）

税收宣传进社区 纳税服务零距离
“我女儿是自己创业，能不能交社保

费？”“养老保险每年交多少？要交多少
年？”“给小孩儿要怎么交医保？去哪里
交？”……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湛河区
税务局在锦绣社区的宣传台刚摆设好，就
有社区居民陆续前来询问，税务人员一一
耐心解答。为了将群众最关心的税费政
策送到家门口，该局将其作为税收宣传
月的一项重要内容，开展了“税收宣传进
社区，纳税服务零距离”活动，在社区服
务站设置宣传台、摆放展板，在社区广场

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地向前来咨询的
社区居民、商户及过往人员详细介绍各
项税费政策，演示手机自助缴费过程。
宣传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共派发宣传手
册 200余份，解答涉税涉费问题 40余
次。“税务局的这次宣传活动来得非常及
时，对在网络获取信息不熟练的中老年
人，面对面的宣传解释还是少不了，我们
社区工作人员通过这次宣传活动也学习
了不少新知识，以后也可以做业余宣传员
啦！”锦绣社区工作人员陈学功说。（李瑶）

节前“廉政短信”敲警钟促廉洁
“五一将至，水稻乡纪委提醒您：严

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公车私用、
不公款旅游、不公款吃喝、不收红包礼
金。祝您过一个廉洁、文明、愉快的节
日！”4月28日，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水稻乡纪委利用微信宣传覆盖面广、教
育受众多、警示效果好的特点，以贴近生
活、通俗易懂的廉政短信，敲响节前廉政
警钟。同时，除发送节前廉洁短信外，该

乡还利用一楼大厅电子显示屏、综治信
息网络平台发布廉洁过节通知、廉政警
示标语、通报典型案例，提醒大家预防

“节日腐败”。近年来，该乡纪委通过明
察暗访、接受举报等途径，早警示、早监
督、严查处，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守
各项规定和纪律，做到警示教育常抓不
懈、警钟长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和谐
氛围。 （王红）

近年来，原阳县人民检察院始终
坚持以阵地建设为基础，以学习教
育、日常管理、检民联系为抓手，狠抓
党风廉政建设，不断规范检察权运
行，为业务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纪律
作风保障，先后获得“全国检察宣传
先进单位”“河南省先进基层检察院”

“河南省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注重基础建设，打造全员参与的

工作格局。一是领导主抓，成立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构建党组
书记亲自抓、党组成员专门抓、检务
督察部门具体抓的工作体系，做到与
各项检察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
查；二是层层推进，年初制订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计划，层层签订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书，组织召开廉政亲情寄语
活动。

注重常态教育，打造风清气正的
生态圈子。一是理论学习不止步，督
促党员对党章、《准则》等进行认真学
习，提升干警政治站位和理论素养；
二是主题教育常开展，组织干警赴红
旗渠、烈士纪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接受红色教育，举行集体宣誓仪
式，重温入党誓词；三是反面典型促
整改，将对党不忠、不诚的腐败分子
作为反面典型，深入查找自身有无政
治立场不坚定、党性修养不足、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情形，及时深挖
根源、制定整改举措。

（任娜 夏兴宇 王振奇）

党风廉政建设
助推检察工作提质增效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单位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2020 年 4 月 1 日分别在《河南日报》、中国土
地 市 场 网 等 相 关 媒 体 刊 登 了 ZMDY-2019-23 号 、
ZMDCQ-2017-19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
让公告》，并依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 39号令）、《河南省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办法》《驻马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交易规则》等规定，于2020年 4月 21日、2020年 4
月 22日在驻马店市土地招拍挂网上对该两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举行了竞价拍卖活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ZMDY-2019-23号、ZMDCQ-2017-19号宗地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驻国土成交字[2020] 17号

宗地编号

ZMDY-2019-23号

ZMDCQ-2017-19号

宗地位置

汝河大道与
万福路交叉
口东南角

天顺路与驿
城大道交叉
口东南侧

土地面积
(㎡)

33663.75

8000.99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出让年限
（年）

70

70

成交价
（万元/亩）

326

269

成交金额
（万元）

16461.57375

3228.399465

出让
方式

拍卖

拍卖

竞得人

驻马店同信置业有
限公司

驻马店市星系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驿城分局

2020年4月28日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2020年第二批保险经营许可证
公告明细

机构: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登

封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54267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

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

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编码:000093410185

成立日期:2016年 8月 2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嵩阳

办文庙街居委会二组（颖河路618号）

负责人:王睿

邮政编码:452470

联系电话:0371-55691111

发证日期:2020年 4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