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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听取了省人民
政府《关于河南省资源税适用税率等事项方案（草案）的说明》，审议了《河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河南省资源税适用税率等事项方案（草案）的议
案》。会议同意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议意见。

为更好地运用税收手段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统
筹考虑我省矿产资源情况和资源税征收等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
税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决定：

一、资源税法规定实行幅度税率的税目，其具体适用税率按《河南省资
源税税目税率表》执行。

二、资源税法规定可以选择实行从价计征或者从量计征的税目中，天然
卤水实行从价计征，石灰岩、砂石、其他粘土、地热、矿泉水实行从量计征。

三、根据资源税法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免征或者减征资源税的，按以下规
定执行：

（一）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
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按其损失金额的百分之五十减征资源税，减税额最
高不超过其遭受重大损失当年应纳资源税总额；

（二）纳税人开采伴生矿，伴生矿与主矿产品销售额分开核算的，伴生矿
免征资源税；

（三）纳税人回收利用尾矿库里的尾矿，免征资源税。
纳税人符合以上规定的，可申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并将相关材料留存

备查。意外事故、自然灾害和尾矿由县级以上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认定。共伴生矿由县级以上政府自然资源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认定。

四、各级政府应当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建立健全本地跨部门资源税协
作和信息共享工作机制。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部门应当向税务部门提供
共伴生矿、尾矿、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的认定材料以及与减免税相关的其
他信息，并在税务部门书面函件送达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回复。

五、本决定自 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0年 7月
31日作出《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河南省资源税适用税率等事
项的决定》，现予公布，自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7月31日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40号

河 南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于河南省资源税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

（2020 年 7 月 31 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税目 征税对象

1元/立方米

12元/立方米

税率

能源矿产
（6个）

原油 原矿 6%

天然气 原矿 6%

煤
原矿

选矿

2%

2%

煤成（层）气 原矿 1%

石煤
原矿 1%

选矿 1%

地热
采灌平衡型 原矿

消耗型 原矿

金属矿产
（14个）

黑色金属
（3个）

铁
原矿 3%

选矿 2%

锰
原矿 2%

选矿 2%

钒 原矿 3%

选矿 3%

有色金属
（11个）

铜
原矿 9%

选矿 5%

铅、锌
原矿 4%
选矿 3%

镍、锑、锂
原矿 5%

选矿 4%

铝土矿
原矿 7%

选矿 7%

钨 选矿 6.5%

钼 选矿 8%

金
原矿 6%

选矿 4.5%

银 原矿 3%
选矿 2%

非金属矿产
（52个）

矿物类
（32个）

高岭土、膨润土
原矿

选矿

6%

6%

石灰岩
原矿

选矿

3.5元/吨

3.5元/吨

石墨
原矿

选矿
5%
3%

萤石
原矿 3%

2%选矿

硫铁矿
原矿 3%

选矿 2.5%

天然石英砂、脉石英、
硅线石（矽线石）、珍珠岩

原矿

选矿

5%

5%

蓝晶石、长石、陶瓷土、耐火粘土、
伊利石粘土、石棉、石榴子石

原矿

选矿

2%

2%

滑石、叶蜡石、硅灰石、方解石
原矿

选矿

4%

4%

天然碱
原矿

选矿

5%

2.5%

芒硝
原矿

选矿

5%

1.5%

铁矾土
原矿

选矿

7%

7%

透辉石、重晶石、蛭石、
红柱石、石膏

原矿

选矿

3%

3%

云母、沸石
原矿

选矿

8%

6%

其他粘土（铸型用粘土、砖瓦用粘土、陶粒用粘

土、水泥配料用粘土、水泥配料用红土、水泥配

料用黄土、水泥配料用泥岩、保温材料用粘土）

原矿

选矿

1元/吨

1元/吨

岩石类
（19个）

大理岩
原矿
选矿

5%
2.5%

花岗岩
原矿
选矿

5%
3%

石英岩
原矿

选矿

2.5%

2%

白云岩、安山岩、玄武岩
原矿

选矿

4%

4%

砂岩、辉绿岩、蛇纹岩、泥灰岩、
天然油石、橄榄岩

原矿

选矿

3%

3%

板岩、浮石、凝灰岩、片麻岩 原矿

选矿

2%

2%

原矿

选矿

页岩
原矿

选矿

8%

4%

霞石正长岩
1.5%
1.5%

砂石
原矿

选矿

3.5元/吨

3.5元/吨

宝玉石类
（1个）

玉石
原矿

选矿

原矿

选矿

8%

6%

水气矿产（1个） 矿泉水 12元/立方米

盐（2个）
钠盐

天然卤水

5%

5%原矿

河南省资源税税目税率表

本报讯（记者李点）7 月
31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查批准了省
人民政府关于 2020 年省级第
三次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

近期，财政部下达我省抗
疫特别国债 294 亿元，根据有
关政策规定，抗疫特别国债纳
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省级
财政部门在分配额度内按20%
的比例预留 58.8 亿元，用于应
对解决下半年基层不可预见的
特殊困难；其余235.2亿元分配
下达市县，由各地按照分配金
额落实到具体项目。

同时，财政部还下达我省
2020 年第四批新增政府债务
限额 811 亿元，其中新增一般
债务限额 181 亿元，新增专项
债务限额 630亿元。新增一般
债务限额中省级留用 44.4 亿
元，转贷市县 136.6 亿元；新增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630亿
元全部转贷市县，主要用于大
运河文化传承保护利用、卫生
健康（含县域医院提质升级）、
生态环保、乡村振兴、在建棚户
区改造、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园
区建设等领域项目建设。

为缓解到期政府债券偿还
压力，在财政部核定我省 2020
年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发行规
模上限内，拟发行再融资债券
117.3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76.3亿元，专项债券41亿元。
根据预算法规定和政府债务

分类管理要求，调整2020年省级
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
算。预算调整后，2020年省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5683.9亿
元，比本次调整前增加316.1亿
元 ，其 中 一 般 债 务 收 入 增 加
257.3 亿元，增加后为 829.1 亿
元；调入资金增加58.8亿元，增
加后为60.8亿元。省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总计5683.9亿元，比
本次调整前增加316.1亿元，其
中省本级支出增加44.4亿元，增
加后为1254.4亿元；补助下级支
出 增 加 58.8 亿 元 ，增 加 后 为
3703.1亿元；债务转贷支出增加
207.4 亿元，增加后为 555.1 亿
元；债务还本支出增加5.5亿元，
增加后为79.6亿元。

预算调整后，2020年省级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2324.3
亿元，比本次调整前增加965亿
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增加294亿
元，增加后为326.3亿元；专项债
务收入增加671亿元，增加后为
1725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总计2324.3亿元，比本次
调整前增加965亿元，其中补助
市县支出增加235.2亿元，增加
后为262.5亿元;政府性基金调出
增加58.8亿元，增加后为58.8亿
元;债务转贷支出增加671亿元，
增加后为1715亿元。③4

本报讯（记者 李点）7月 28日至 31日，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在郑州召开。
受省政府委托，省审计厅厅长汪中山在会上作
了关于 2019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显示，省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总体较好，财政保障能力
持续增强，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重大政策措施
成效进一步显现，社会民生进一步改善，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聚焦“六稳”“六保”，促进惠企利民政策落
地见效。重点组织开展了促进就业优先、“放
管服”改革、减税降费、清理拖欠民营和中小企
业账款、科技创新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
踪审计，突出揭示一些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举措、便民服务措施未落地，部分减税降费、促
进就业优先政策未落实，清理拖欠民营和中小
企业账款不到位，以及其他政策措施执行过程
中不衔接、不配套问题。

聚焦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疫情防控资金物资规范高效使用。报告显
示，至 2020年 3月底，全省各级共筹集疫情防
控财政资金 52.29 亿元，接收社会捐赠资金
11.09 亿 元、物 资 6054.16 万 件 。 审 计 覆 盖
2589 家企业、295 家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
2395 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政府部门（单
位）。审计坚持“提前介入、以审促防、以审促
改、以审促建”原则，前移监督关口，及时提出建
议，及时纠正问题。有关地区和部门采纳审计
建议663条，健全完善相关规章制度255项。

“从审计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省
政府有关要求，疫情防控各项政策措施落实
较好，款物管理、分配和使用比较规范，没有
发生大的问题。”汪中山表示。

聚焦打好三大攻坚战，促进补齐高质量发
展短板。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省审计机
关连续三年对53个贫困县开展全覆盖审计，其
中2019年对所有使用扶贫资金的136个县（市、
区）进行了全覆盖审计，今年又开展了对62个县
（市、区）的扶贫审计。创新实施“边审边改”工作
机制，前三年审计发现的6330项问题全部得到
有效整改，扶贫资金管理逐年规范，问题逐年大
幅度减少，“两不愁”质量水平稳步提升，“三保
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在污染防治方面，组织
开展了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和汾渭平原涉
及的10个重点省辖市污染防治情况审计，主要
反映和督促解决部分市县“三散”污染治理不够
彻底、“双替代”任务未全面完成、专项资金管理
使用不规范等问题。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
面，连续跟踪市县两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防控政策落实情况，督促各有关地区和部门积
极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聚焦预算和绩效管理，促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审计主要反映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等未及时分配下达、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绩效目
标设定不明确、财政资金闲置沉淀等问题，提出推进实施“零基预算”管
理制度、压减非刚性非急需支出、加快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实
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的建议，有效促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聚焦民生大事难事急事，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对城镇保
障性安居工程、医疗保险基金、县级医院提质升级、学前教育行动计
划等民生资金和项目开展审计监督，反映了个别重点民生工程项目
推进缓慢、违规报销医疗保险费、民生资金滞留闲置等问题，并提出
了加强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资金和项目规范管理，进一步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审计建议，推动各项惠民富民政策落到实处。

聚焦揭露和查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向纵深推进。紧盯公共资金和国有资产管理使用、基层民生资金
分配、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等重要领域，严肃揭示和查处公
职人员滥用权力或盲目决策造成损失浪费、基层干部利用职务之
便贪污侵占民生资金、工程建设项目违规招投标等违纪违法问
题。去年以来，全省审计机关共移送有关案件线索和违纪违法事
项 889件，有关部门查处后，已处理处分 886人，其中追究刑事责
任26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18人，给予其他组织处理442人。

汪中山表示，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全省审计机关将认真督促
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落实整改责任，年底前依法公告审
计工作报告反映问题的全面整改情况。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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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省级第三次预算调整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加316.1亿元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7月31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与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在驻
马店市共同签署《关于共同推进驻马店市高质
量跨越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
方将在主题宣传、媒体融合、活动策划、产业合
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

近年来，驻马店市以高质量跨越发展为
奋斗主基调，新兴工业城市身份渐显新容，
先后拿下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两块

“金字招牌”，进而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城市品牌和生产总值双双进
入全国百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
居全省第一方阵。特别是随着淮河生态经
济带与河南大别山革命老区加快振兴发展
战略的深入实施，驻马店再次迎来重大发展
机遇，多元驱动下尽显城市发展后劲。

作为全省新闻战线的排头兵，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近年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媒体融合重要讲话精神，提出“两个
现代”战略目标，在巩固传媒主业的同时，积
极向现代文化企业转型，重点培育数字经
济、文化投资、文化教育、文化旅游、文化创
意、文化地产六大产业集群，围绕建设国内
领先的现代传播体系和现代文化企业愿景
目标持续发力。不久前，集团公司又被明确
为省管重要骨干文化企业，在实现“两个现
代”的历史进程中底气更足、步履也更坚定。

此次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将充分发挥省级党报和主流媒
体集团的权威高端影响力和全媒体资源优
势，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宣传推介驻马店
经济社会发展亮点工作与重大典型。同时，
双方也将探索地方党委、政府和省级党报集
团合作共赢新模式，共同助推驻马店市实现
高质量跨越发展，加快推动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两个现代”建设。③9

开封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李军辞去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职务。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李少敏辞去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李军、李少敏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943人。
特此公告。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7月31日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41号

深化合作 共谋发展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与驻马店市
人民政府“牵手结缘”

（上接第一版）
王 国 生 指 出 ，本 次 会 议 批 准 了

2019 年省级财政决算和 2020 年省级
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省政府及有关
部门要按照调整后的预算执行，做好地
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工作，加强对债券资
金使用的日常监督和评估，全面实施对
债券资金的绩效管理，依法开展审计监

督，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各级
人大常委会要进一步加强对本级政府
债务的监督，促进政府债务“借、用、管、
还”各环节规范运作。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武国定，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胡道才，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顾雪飞，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列席
会议。③4

（上接第一版）让居民家庭与医务人员、医
疗单位相互连接，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
村、大病不出县、康复回乡村、健康进家庭”。

今年 73岁的杜关镇桑树沟村村民
李成方患有高血压，两个月前的一天晚
上，他突然出现剧烈头疼，不能讲话。情
急之下，他的儿子李建超立即通过智慧
医疗手机平台向签约家庭医生白志峰问
诊，从而让老人得到及时转诊治疗。

得益于“智慧医疗”，李成方老人治
疗及时，康复后基本没有后遗症，能下
地，能干活，还能像以前一样骑农用三
轮车，完全不像生过大病的样子。

“现在我们一家人在家自己测量血
压，签约家庭医生第一时间就可以知道
病情，及时给予健康指导，还可以与各个
医院的医生网上沟通，这个‘智慧医疗’
平台真是太方便了。”李建超感慨地说。

在卢氏县医疗大数据监管中心（华
鹊健康云平台），只见工作人员点击鼠
标，电子屏幕上全县城乡居民的健康、
医疗情况和各家医院、卫生院的即时诊
治情况等逐一呈现、一目了然。

“目前卢氏县‘智慧医疗’系统已实
现了全县323家村卫生所、20家乡镇卫
生院、4家县级公立医院全覆盖，平台入
驻 500多名医生在线诊疗。”卢氏县卫

健委主任符红林介绍，如今，全县村卫
生室、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和卫健委
管理中心四级网络服务平台已初步形
成，“智慧医疗”体检、诊疗数据信息全
县共享，互联互通，实现在线诊疗和监
测，准确记录健康状况、就医轨迹，家庭
医生会研判、指导用药或是及时治疗，
避免了大处方及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不仅如此，到今年年底前，卢氏县
将为所有的贫困户家庭免费提供监测
终端，并以儿童、孕产妇、老年人为重点
管理对象，以慢性病为重点管理病种，
实现一对一在线信息管理、随访评估和
分类干预，“智慧医疗”的实现也将有效
解决贫困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卢氏
县“华鹊健康云平台”紧急上线了疫情监
测系统，建立了远程防控平台，县级4家
公立医院组织70位专家医生24小时提
供线上义诊服务、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教
育，受惠居民达 10.8万人次，全县没有
出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病例。

如今，总人口 38.2 万人的卢氏县，
已有 99.32%的人建立了电子健康档
案，纳入了“智慧医疗”平台管理，村民
足不出户，就可享受到精准、优质、即时
的智能医疗服务。③9

智慧医疗的“卢氏探索”

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九次会议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