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报讯!记者 王建芳 通讯员 李

赞军 刘 琰 "!如果教育培训机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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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以来有超过规定范

围的收入" 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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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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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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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填写自查表"到主管税务机关征收

大厅申报缴纳税款# $这是记者昨日

从郑州市地税局稽查局得到的消息#

昨日"郑州市地税局决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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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起"对全市地税系统管

辖范围内从事教育培训的各类单位

开展税收专项检查" 重点是初中%高

中及其分校和其他从事教育的学校%

培训机构等#

这次专项检查的依据是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的相关政策规定"郑州市地

税局稽查局将组织全市地税稽查力量

分区检查# 检查内容涉及地税全面税

种"重点是对教育劳务营业税缴纳情况

的检查和依法应计征企业所得税单位

的税收检查#检查所属期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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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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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如发现

重大问题要向以前年度追溯#

该局介绍"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对

从事教育单位的征收管理" 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先后下发文件"对相关要求

进行了明确#其中免征营业税的教育劳

务收入是指对列入规定招生计划的在

籍学生提供学历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

具体包括&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按规

定标准收取的学费%住宿费%课本费%作

业本费%伙食费%考试报名费收入# 超过

规定收费标准的收费以及学校以各种

名义收取的赞助费%择校费等"不属于

免征营业税的教育劳务收入"一律按规

定征税# 同时规定"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收入"除国务院

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免征企业

所得税的项目外"均应计入应纳税收入

总额"依法计征企业所得税#

据市局稽查局负责人介绍" 本次

检查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各类中学和其

他从事教育的学校%培训机构等单位的

纳税意识"进一步加强征管%堵塞漏洞"

该局定于
$$

月
*

日上午在本局为市区

内部分教育培训机构集中讲解教育税

收政策# 该局提醒相关纳税人&纳税人

在规定期间如实申报的"税务机关不会

作为偷税处理"否则"税务机关将会按

照相关法规给予偷税数额
"+,

倍至
,

倍罚款的处罚#如果发现被查单位涉嫌

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将及时把案件移

交给司法机关#

安报讯!首席记者 李 红 见习记

者 王 俊" 占用耕地建房代价可不低"

每平方米交缴几十元的税"郑州%洛阳

两地最高"为每平方米
(&

元'如果污染

耕地或采矿造成耕地塌陷"将视同为占

地"也要缴税((昨日"省政府法制办

就刚刚出台的)河南省*耕地占用税暂

行条例+实施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

称)办法.-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如果你对)办法.有不同意见或建

议"可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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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前反馈至

省政府法制办公室经济法规处#电子邮

件地址&

--./0123.45+/67+03

"邮寄地址&

郑州市纬二路
$%

号省政府法制办公室

经济法规处 # 邮编 &

',%%%(

" 传真 &

%(*$8#,)%&&*$

"也可直接登录省政府

法制网直接在线发表意见#

今后"凡是占用耕地从事非农业建

设"都要缴税#而这个!耕地$也不是狭义

上的耕地" 凡是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以及园地%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地%

养殖水面以及渔业水域滩涂等农用土

地"都视为耕地# )办法.规定"耕地占用

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为计税

依据"按照规定的适用税额一次性征收#

耕地占用税的税额也有!地区差$

9

经济发达的地方税额稍高一点# 具体

为&郑州%洛阳市区"每平方米
(&

元'安

阳%濮阳%鹤壁%新乡%焦作%三门峡%许

昌%漯河%平顶山市区"每平方米
(:

元'

开封%商丘%南阳%信阳%周口%驻马店市

区和济源市"每平方米
!'

元'县及县级

市"每平方米
!!

元# 另外"占用基本农

田的"耕地占用税的适用税额在当地适

用税额的基础上提高
,%;

#

违法排放造成耕地污染' 取土%

采矿等导致耕地塌陷等无法耕种情

况出现((今后这些情况也将视同

为占用耕地"并缴纳耕地占用税#

)办法.规定"因污染%取土%采矿

塌陷等损毁耕地的"比照)办法.规定

的临时占用耕地"由造成损毁的单位

或者个人缴纳耕地占用税# 自损毁耕

地之日起"超过
!

年未恢复耕地原状

的"已缴税款不予退还# 另外"临时占

用耕地进行非农业建设的"在不超过

!

年期限恢复所占耕地原状的" 还将

全额退还已经缴纳的耕地占用税#

对不经批准或者超过批准限额

占用耕地"以及将耕地谎报为非耕地

的"除据实征收耕地占用税外"还将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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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洛阳讯 !记者 郭富昌 马

建刚 通讯员 韩杨鹏"昨日"全省维

护稳定座谈会在洛阳召开"省委政

法委副书记卢永礼要求"进一步研

究做好工作的方法措施"不断提高

维护稳定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确保

圆满完成全年的维护稳定工作任

务# 洛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郭

丛斌在座谈会致辞#

座谈会为期
(

天"从昨日上午

开始" 全省
:&

个地市有关负责人

全面介绍了本地工作情况"畅谈了

工作认识和体会"交流做好稳定工

作的好经验%好做法 "并提出了一

些意见建议#

据悉 "今年以来 "全省各地各

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维护稳定工作的决策部

署"把平安奥运作为首要的政治任

务"以防范稳控为重点 "以实行工

作责任制为抓手"以实现 !两个确

保$为目标"明确职责任务"强化工

作措施"严格督促检查 "较好地推

动了维护稳定各项措施的落实"取

得了明显成效# 北京奥运会%残奥

会期间"全省没有发生集体进京上

访% 非正常上访和大的群体性事

件%刑事治安案事件 "社会大局持

续稳定#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做好今

年的维护稳定工作高度重视"在不

同阶段做出了一系列安排部署# 今

年以来"省委维稳办承办的省委书

记徐光春的批示
!&

条" 代省长郭

庚茂的批示
#

条"省委常委 %省委

政法委书记李新民的批示
##

条 #

各省辖市也都把维护稳定工作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与经济

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检查 # 郑

州%洛阳%漯河%濮阳%新乡等市多

次召开市委常委会听取稳定工作

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工作# 驻马店%

商丘等市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亲自

分包重点案件"亲自协调解决疑难

问题"亲自督导工作落实# 按照中

央的统一部署"省委%省政府组织

开展了全省县,市%区-委书记大接

访活动"并加强督促检查 "及时解

决了问题"化解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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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许昌讯!记者 谢耀军 特

约记者 赵伟党
<

文图"!是的"我是

翟化夫# 老人家" 我们是专门过

来给您送平安的/ $ 看到自己被

认了出来" 翟化夫一边拉着老人

的手" 一边把措词顺口% 印制精

美的)安全防范提示.送到许继集

团退休职工陈国昌手中,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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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和
!

日 " 许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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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公安民警同许昌市副

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翟化夫一样"

牺牲周末休息时间"利用居民,村

民- 在家的机会" 进社区" 入农

户"到企业"将市公安局统一精心

设计印制的
$,

万份)安全防范提

示 .送到了每户居民 ,村民 -家中

和规模以上企业" 向全市人民送

平安"送关怀"送服务#

本期美编 李 茹 王 俊 校对 汤青霞 王晓林 孟洁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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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广强

副市长居民家中话安全防范

中共河南省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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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你

们非常关注我省灾情"多次组织开展

向我省受灾地区捐款活动"使我们倍

感亲切和温暖# 在此"谨代表全省广

大政法干部职工" 对你们无私的关

心%支持和帮助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灾难突如其来"震动四川"震惊

全国"震撼世界# 党中央%国务院迅

速决策"全面部署"举全国之力"调

集救灾物资"划拨救灾资金"组织救

援部队和社会各界全力支援四川抗

震救灾# 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

等中央领导心系灾区群众" 不辞辛

苦"不惧艰险"多次亲临灾区看望受

灾群众"慰问救援队伍"指导抗震救

灾# 省委%省政府精心组织"周密部

署"各级政法部门和广大干警%武警

官兵全面动员" 全力以赴投入抗震

救灾第一线"抢救受伤群众%抢运救

灾物资%维持灾区秩序# 全国各级政

法部门和广大政法干警踊跃捐款捐

物"积极献计献策"始终与灾区人民

心相通%情相连%难同担"深刻诠释

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真诚情

谊"充分体现了团结协作%共渡难关

的崇高精神#

四个多月来"在社会各界的共同

努力下" 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下"

受伤人员已得到及时救治"受灾群众

已得到妥善安置"灾区社会治安秩序

平稳"抗震救灾斗争取得了重大阶段

性胜利"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在有条

不紊全面推进#我们坚信"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有全国各族人

民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援"通过我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夺取

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

胜利" 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美好新家

园#

中共四川省委政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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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四川省委政法委写信向我省政法系统表谢意

今年
,

月
$!

日! 四川省汶川县发

生
&

级地震" 河南省委政法委组织全省

政法系统采用多种形式支援帮助灾区!

多次组织捐款#捐物!并按照上级部署

派出救援队伍前往四川进行救援!体现

了河南政法系统与灾区人民心相通#情

相连#难同担的深厚情谊"

'

个多月过去

了!灾区的重建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向

前推进" 近日!四川省委政法委给河南

省委政法委写来感谢信!字里行间透露

着灾区人民对我省政法系统的感激之

情!显示出灾区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精

神" 现将感谢信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安报讯 !记者 聂学强 通讯员

王文轩"近日"濮阳市在清丰县召开

全市农村技防建设现场会#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

任杨炳立首先通报了全市技防建设

工作进展情况"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凤

喜说"加强农村技防建设"是维护农

村稳定"增加群众安全感的一个重要

举措# 濮阳市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

市和劳务输出大市"农村人口占全市

人口近
&!;

"外出务工人员占农村人

口的
!&;

"其中
*%;

都是青壮年劳力#

广大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巢家

庭$" 这些家庭的财产和人员安全问

题日益突出# 加强农村技防建设"已

成为濮阳市平安乡村%和谐乡村建设

的一项重要内容#

陈凤喜指出"要大力推广清丰县

农村技防的先进经验# 清丰县与网通

公司开发的集宽视界% 神眼% 居家卫

士%平安互助网!四位一体$的农村综

合科技防范模式" 经济实用" 系统规

范"科技含量高"售后服务好# 全市各

县,区-要认真学习清丰的先进经验"

抓住机遇"打好主动仗"与网通公司搞

好配合"全力做好本县,区-的农村技

防建设"并在城区大力推广# 年底前"

村镇平安互助覆盖率在
&%;

以上"农

户平安互助覆盖率在
#%;

以上# 市综

治委将把此项工作列入综治考核的重

要内容"并组成督导组进行督促指导"

确保各项工作措施真正落实到位#

最后"陈凤喜就)今日安报.订阅

工作提出希望# 他说")今日安报.作

为全省政法综治宣传的主阵地
9

是我

们及时掌握%了解省委政法委%省综

治委重大工作部署%各兄弟市乃至全

国各地政法工作经验的主要渠道"对

于促进和指导我市政法综治工作有

着重要意义# 各县,区-%市直各单位"

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把订

阅)今日安报.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抓好抓实"这个主阵地"我们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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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凤

喜在濮阳市农村技防建设现场会上

就)今日安报.订阅工作提出希望

全省维护稳定座谈会在洛阳召开
!

安报记者 何永刚 实习生 崔学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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