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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快锅炉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制造
清洁燃料锅炉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 50 多项，具有国内领先的清洁
燃料锅炉制造技术，是国内最大的清洁燃
料锅炉生产基地。

公司注重依法诚信经营，先后荣获
“安阳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安阳市纳
税先进A级企业”、“河南省节能减排科技
创新示范企业”、“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

业”、“河南省创新型试点企业”等称号。
公司注重依法诚信纳税，连年被评为“A
级信用等级纳税人”。

公司注重履行社会责任，以“感恩国
家、报效社会”为价值观，在艰难的创业过
程中，时刻不忘回报社会，积极投身社会公
益事业。四川汶川地震时，公司主动捐款
并倡议全公司员工捐款捐物近 3万元。积
极参加金秋助学、爱心捐赠、慈善捐款、慈
善一日捐、扶贫帮困等公益活动，资助多
名贫困学生继续深造。近年来，该公司累
计组织义捐活动费用合计 50多万元。

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自
2010 年进驻郑州航空港实验区以来，至
2015 年, 共 缴 纳 国 、地 税 税 款 合 计
465157.97 万元，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
就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付出是人间最美的花朵！自成立以
来，该公司明白税收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宏
观和微观效益，明白诚信对企业发展的重
要性，自觉足额按时缴纳税款，不偷税、不

逃税，用自身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企业发展
的誓言。

在做好自身生产工作的同时，该公司
敢于承担社会责任，自觉接受各界监督，
多次参加税务机关举办的与地方经济发
展相关的座谈会和调研活动，结合自身情
况为经济发展建言献策。由该公司提出的
关于“提速出口退税审批”、“简化发票代开
流程”等多项服务措施，经税务机关论证实
施后，均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遇到困难
时积极与税务部门咨询沟通，做到了征管
双方信息透明，是实验区企业的楷模。

开封航天天航家电维修有限公司秉
承“航天真诚到永远”的服务理念，把航天
人的人文关怀送到千家万户，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现代企业的责任担当。

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纳税促企业发
展。公司把依法纳税、诚信纳税奉为至高
荣誉，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奉献社会。
先后制定了岗位责任、财务管理、成本控
制及各部门管理制度，规范财务核算，严

格内部管理。在经营期间，一直严格执行
国家的税收政策，依法纳税诚信经营，及
时足额缴纳税款。在资金最困难的时候，
公司首先想到的是税款必须足额缴纳，千
方百计统筹安排资金，优先安排申报纳
税，确保月税月清，决不拖欠国家税款。

在国家对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
支持下，在开封各级税务机关全方面、立
体式的纳税服务中，开封航天天航家电维
修有限公司实现了快速、稳定、健康的发
展，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群众认可
度高的企业。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依法
经营、诚信纳税”为准则，建立了一套完善
的法人治理结构，牢固树立了“遵章守法、
规范运作、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理念。

多年来公司累计纳税逾 10亿元，并呈
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其中 2014 年、2015 年
连续两年在新县纳税突破一亿元。在稳
步发展的同时还通过产业辐射，拉动地方
山茶油、中药材种养殖、健康食品等相关

行业发展，安置大批社会富余劳动力就
业，帮扶上万农民脱贫致富。

公司不断完善财务制度，建立健全了
税务风险控制体系，将税收风险内控制度
融入企业管理制度体系，以明确规范的业
务流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强化的检查监
督，借助信息化手段有效地控制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提高了防范税收风险管理能
力。公司财务人员经常到税务机关咨询涉
税事宜，税务人员针对公司涉及的税收政策
进行讲解、宣传辅导，使公司对税收政策的
掌握和准确执行得到更加专业的支持。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原洛阳市建龙化工有限公司）在生产经营
过程中，努力营造诚信纳税环境，宣传弘扬
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理念，培育诚信氛围，
让每位员工都了解税收规范要求，增强

“依法纳税光荣、诚信纳税光荣”的意识。
公司成立内审部门，遇到涉税疑点、难

题，主动向主管税务机关咨询。不放过任何
一个可能的疏漏，是公司始终做到依法纳税

的保证；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公
司采购、销售业务流程，同时财务部严格按
照税法规定将公司纳税申报情况作为日常
考核的重要依据，将会计基础工作作为日
常财务管理的重心，确保财务、税收数据及
时准确，保障依法纳税的实效性和准确性。

公司始终秉承合法经营、依法诚信
纳税理念，增强纳税观念，营造良好氛
围。以“科技兴企、实业报国”为目标，致
力于打造国际一流品牌，实现公司持续健
康发展，为国家绿色工业和经济发展作出
更大的贡献。

为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树立守信激励和
失信惩戒的纳税信用价值导向，河南省国家税务局、河南
省地方税务局开展了首届“最美纳税人”活动。

“最美纳税人”定位于依法诚信纳税意识强，税法
遵从度高，支持税收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在社会上起
到示范引领作用的纳税人。

2015年，首届“最美纳税人”评选活动启动。省国
税局、省地税局在当年全省131万户纳税人中推荐遴选
出100余位作为备选人，对备选人在近年纳税、生产经
营、税法遵从等方面逐户审查，并组织专家评审，筛选

出20名纳税人作为河南省首届“最美纳税人”的正式候
选人。2015年12月10日至12月31日，在省国税局、省
地税局官方网站开设专栏，公开接受广大纳税人和社会
公众的投票和监督。投票期间，实时显示每位候选人投票
结果。该项活动得到了广大纳税人和社会公众的支持。

近期，历经一年的时间，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综合
投票结果、税法遵从等多方面因素，同时征求省公安
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省环境保护厅、省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意见，最终确定了10名
全省首届“最美纳税人”。

评选出的“最美纳税人”是我省广大纳税人的缩
影，在这10位“最美纳税人”的背后，承载着无数诚信
纳税、合法经营的纳税人的身影。你们依法履行纳税
义务，默默支持着税收工作，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着自己的力量，省国税局、省地税局全体干部职工
为你们点赞。

敬礼，河南最美纳税人!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2016年5月

丁峰林是项城市南顿镇的一名身残志
坚、干事创业的个体经营户,其创办的项城
市南顿峰林印刷厂于 2013年正式运行，主
要印制学生用的作业本、教师用的教案本
等一些办公用品。

丁峰林在生产经营中以质量求生存，严
把质量关，把老师和学生对产品欢迎不欢
迎、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作为企业产品

的唯一标准，根据用户的反映不断改进产品
的质量。在纳税申报中，丁峰林把“如实申
报、不拖不欠、纳税光荣”作为企业经营的座
右铭。在实践中，他向残疾人协会累计捐助
现金一万多元，安排3名残疾人在自己厂里
工作，每人每月工资均在2500元左右，进一
步增强了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有为的信念。

在丁峰林看来，合法经营是一个人发
家的门道，依法纳税是经营者致富的桥
梁。有了这座致富的桥梁，企业就会走得
更高、更快、更远、更强。

焦作市中原内配集团是以上市公司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448）为主体组建的企业集团，企业在长
达 50多年的诚信经营和持续发展中，坚持
以“体现员工价值、追求顾客忠诚、提高企业
效益、增加社会贡献”为宗旨，始终把依法纳
税作为最好的诚信名片，严格做到了遵法守
规、履约尽责，积极塑造良好企业形象。

在董事长薛德龙的带领下，该集团除

了认真履行依法纳税的社会责任外，还充
分利用自身优势，主动肩负社会各项公
益、慈善、赈灾、兴教助学、增加就业、扶贫
济困等社会责任。先后为汶川地震灾区、
地方教育机构、慈善机构等捐款 300余万
元。同时，以项目积极带动就业，自 2009
年中原内配工业园区建设项目启动以来，
已先后为 1950余名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
业机会。

未来，该集团在做大、做强气缸套产
业的同时，将继续履行承诺，以优秀的经
营业绩、丰厚的红利回报社会！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豫光金铅）以 60 年的诚信与坚守，跻身
河南省首届“最美纳税人”行列，实至名归。

豫光金铅一直将诚信经营、依法纳税
视为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不可替
代的信用证明，在依法健全财务管理制
度，建立财务人员培训体系的同时，经常
开展内部涉税风险自查自纠。公司拥有

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与税务部门建立
了良好的征纳关系，被誉为“税务管理信
得过企业”。同时，积极发挥行业龙头企
业作用，做好税企的沟通协调。截至 2016
年，豫光金铅已连续 4次被评为纳税信用
A 级纳税人。

如今，愚公故里“最美纳税人”豫光
金铅，正秉持“愚公移山、产业报国”的发
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致力转型升级，实
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税收同步增长，为中
原经济区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直
属产业单位，坚持守法经营，向全社会展示
了新时代纳税人诚信纳税、回馈社会的良
好形象，2015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50 多亿
元、利润总额 10多亿元，纳税近 9亿元，保
持了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

该公司始终自觉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纳

税，积极与税务机关沟通，依法主动承担纳
税义务，树立了诚信可靠、负责任的大企业
形象。近5年来，集团各公司纳税申报率、
准确率与入库率均达到100%。

许继集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大力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打破了国外跨国公司垄
断，促进了我国电工装备制造业的升级。
同时，主动开展结对帮扶、社区共建、部队
慰问等公益项目，积极向公共福利事业、教
育事业、残疾人事业进行捐赠，助力社会福
利事业发展。

新乡市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糖
酒、副食品近 60 年，在董事长买世蕊的带
领下，公司始终坚持“依法纳税、诚信经营、
亲情服务”的理念，加强财务管理，完善财
务核算，坚持日清月结，做到及时、真实、准
确、合法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从
未出现少报、漏报、漏缴的现象，申报率和
入库率始终保持百分之百的“双百”纪录。

企业有良知，责任能担当。买世蕊一

直在用实际行动诠释“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回馈社会、永续经营”的公益之道。多
年来，她照顾了 100多位孤寡老人，与他们
相依相伴，结下了亲情；她先后为 100多位
老荣军提供了便民服务，让他们安度晚年；
她资助了数百名特困家庭儿童，帮助他们完
成学业，张开希望的翅膀……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作为一名来自
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买世蕊常年坚持“润
物无声”地宣传税法、监督税务、建言税务，
以实际行动推动税务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敬礼，河南最美纳税人！

河南省首届“最美纳税人”事迹篇

人生价值在奉献中闪光
——项城市南顿峰林印刷厂

燃烧的气缸与诚信纳税共同奔跑
——焦作市中原内配集团

铸就税收金山的“新愚公”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电工翘楚与纳税之美同频共振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有良知 责任能担当
——新乡市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司

引领高科技行业诚信纳税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小家电维修 大诚信纳税
——开封航天天航家电维修有限公司

付出是人间最美的花朵
——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

产业报国 诚信纳税 服务社会
——方快锅炉有限公司

诚信立业造福人类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记者 赵显 通讯员 张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