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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神州 掠影

新 闻 速 览
●习近平就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逝世向突尼斯代

总统纳赛尔致唁电，李克强向突尼斯总理沙赫德致唁电

●李克强对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
批示强调，细化实化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人权研究会 26日发表《美国根深蒂固的种
族歧视问题凸显“美式人权”的虚伪》一文，揭批“美式
人权”虚伪本质

●我国将以“一增一减一保障”推进中小学健康促
进行动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三十号 05组卫星

●河南旱情影响秋作物生产，已启动Ⅳ级抗旱应
急响应 （均据新华社）

新华时评

营造尊崇关爱退役军人的
良好社会风尚

上半年减税降费超万亿元背后
—聆听一线企业的“减负”心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

疾人就业条例》《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办法》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现将 2019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审核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

保金”）申报缴纳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核、申报单位
南阳市辖区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含中央、省驻宛单位，

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

比 例 不 得 低 于 本 单 位 在 职 职 工 总 数 的

1.6%，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残保金。

（一）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市残

疾人就业服务中心负责市属机关、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和中央、省驻宛单位的按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县（市、区）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

核。

（二）申报缴纳残保金：由用人单位到所

属各级税务机关自主申报缴纳，各级税务机

关负责征收。

二、残保金申报缴纳标准
残保金年缴纳额按上年用人单位安排

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差额人数和

本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之积计算。计

算公式如下：

残保金年缴纳额=（上年用人单位在职

职工人数×1.6%-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

残疾人就业人数）×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

年平均工资。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是指用人单位在编

人员或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 1年以上（含 1
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的人员。季节性用

工应当折算为年平均用工人数。以劳务派

遣用工的，计入派遣单位在职职工人数。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

比例的差额人数，以公式计算结果为准，人

数可保留小数点后 2位（四舍五入）。

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按

用人单位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除以用人

单位在职职工人数计算。

三、审核、申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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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

2019年 8月 1日至 10月 15日
用人单位应当向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如

实申报 2018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

并按要求提供相应资料。未在规定时限内参

加审核的用人单位，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二）申报缴纳残保金：2019年 8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用人单位应如实申报 2018年在职职工

人数、工资总额和经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确

认的已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并按规定自主

申报缴纳残保金。

四、审核、申报方式
参加残疾人就业审核和申报缴纳残保

金可选择网上审核、申报或现场审核、申报

的方式进行。依照有关规定，不需缴纳残保

金的用人单位也应进行“零申报”。

（一）网上审核、申报

1.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市属

安置有残疾职工的用人单位登录“河南政务

服务网—南阳站”（http://ny.hnzwfw.gov.cn/ ）
(残疾人联合会->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审核)；县（市、区）属安置有残疾职工

的用人单位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南阳

站”（ http://ny.hnzwfw.gov.cn/ ）->切换所属

县（市、区）(残疾人联合会->用人单位按比

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
安置有残疾职工的用人单位也可直接

登录“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网上申

报系统”（http://nsweb.org.cn/）（选择所属行

政区->注册登录->按要求上传审核资料）

进行在线申报。

注：可在“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信息网”

（http://www.hncjrjy.com/sys/）“通知公告”栏

下载《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网

上申报操作手册》、《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情况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减免

缓申请表》。

2. 申报缴纳残保金：由用人单位登录“国

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电子税务局”（http://dzswj.
ha-n-tax.gov.cn/web/dzswj/ythclient/mh.htm/）
申报缴纳残保金。

注：用人单位可在该网址“通知公告”栏

下载《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网上申报操

作手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

（二）现场审核、申报

1.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安置

有残疾职工的用人单位到所属残疾人就业

服务机构审核 2018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情况。其中 :市本级安置有残疾职工的用
人单位到南阳市行政审批中心（南阳市范蠡
东路 1666号）中区 3号楼一楼北厅综合受理
窗口报送审核资料。

2. 申报缴纳残保金：由用人单位到所

属税务机关现场申报缴纳残保金。

五、需提交的资料
（一）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1、安

置有残疾职工的用人单位需填写《用人单位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表》，搜索（http:
//nsweb.org.cn）登录“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网上申报系统”页面下载该表；2、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

和国伤残军人证》（1-8级）；3、用人单位与

残疾职工签订的 1年以上（含 1年）劳动合同

（服务协议或编制文件）；4、2018年残疾职

工社会保险缴费明细；5、用人单位残疾职工

工资银行转账原始凭证等资料。

经审核后，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向安排

有残疾职工的用人单位出具《用人单位按比

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确认书》。

（二）申报缴纳残保金：用人单位需填写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安置有残

疾职工的用人单位提供残疾人就业服务机

构出具的《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情况审核确认书》，并如实填写经残疾人就

业服务机构确认的上年按比例安排的残疾

人就业人数。

提交资料的要求：一是用人单位对提供

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相关审核、申

报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二是现场审核或

申报缴纳残保金的，用人单位需提供上述材

料的原件及复印件；网上审核或申报缴纳残

保金的，需上传上述材料原件扫描件。

六、优惠政策办理
（一）优惠政策

1.新成立小规模企业的免征政策。工

商注册登记未满 3 年、在职职工总数 30 人

(含)以下的企业，可在剩余时期内按规定免

征残保金。

2.受灾损失的减免缓政策。用人单位遇

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遭受重大直

接经济损失，可以申请减免或者缓缴保障金。

3.年平均工资的减征政策。用人单位

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超过上年当地社会平

均工资 2倍的，按上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2
倍计算缴纳残保金。社会平均工资指各所

属行政区的人力社保部门和统计部门公布

的社会平均工资。

（二）办理时间

2019年 8月 1日—2019年 10月 15日
（三）办理流程

1.新成立的小规模企业免缴：符合条件

的用人单位自动享受。

2.受灾损失减免缓：用人单位到所属残疾

人就业服务机构的年审大厅现场提交《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减免缓申请表》，并提供政府

相关行政部门、保险公司出具的重大经济损

失的有效证明及复印件，经注册会计师验证

后的上年度本单位财务决算报表及复印件

等。按相关文件审批后，到所属税务机关现场

申报。

3.年平均工资的减征，由用人单位在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电子税务局”系统提

示下自主申报完成。

七、其他事项
（一）用人单位认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

审核的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与实际不

符的，应当到该机构重新审核上年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通过后，持该机构

出具的《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

确认书》，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关手续。

（二）用人单位既不安排残疾人就业又

拒不申报缴纳残保金的，将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和缴纳残

保金情况将纳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内容。

（三）政策咨询电话

自公告之日起，用人单位可向税务部门

纳税服务大厅、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和各级

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咨询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审核及申报缴纳残保金相关事宜。

各级税务咨询服务热线：12366
南 阳 市 残 联 63209702 63209728

63261069南阳市行政审批中心（南阳市范
蠡东路 1666号）中区 3号楼一楼北厅综合受
理窗口

卧龙区残联 61536869 南阳市卧龙区
车站南路 1289号

宛城区残联 63506693 南阳市宛城区
医圣祠街 38号

邓州市残联 60905511 邓州市卫生南
路 81号

新野县残联 60591869 新野县汉城路
116号残联

唐河县残联 68997733 唐河县便民服
务中心北京大道中段 2号楼 6楼 604室

桐柏县残联 68116619 桐柏县城关镇
体育场院内体育局一楼

社旗县残联 67988023 社旗县红旗路
中山货街 26号民政局院内

方城县残联 65078319 方城县风瑞路
468号方城残联就业所

南召县残联 60597901 南召县城关镇
丹霞西路 17号

镇平县残联 65926701 镇平县建设西
路 7号

内乡县残联 83978523 内乡县永顺路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西峡县残联 60109883 西峡县行政审
批北楼 115室

淅川县残联 69221628 淅川县新建路
西体育场路口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残联 61166518南阳
市迎宾大道 6号示范区管委会 101室

高新区残联 63291965 南阳市信臣中
路 588号

官庄工区残联 60209023南阳市官庄工
区广北路北段工区社会事业局 725室

鸭河工区残联 66628713南阳市鸭河工
区汉江路行政中心社会事业局 249室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南阳市税务局 南阳市残
疾人联合会

2019年 7月 27日

国家税务总局南阳市税务局 南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 2019年南阳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
及 申 报 缴 纳 残 疾 人 就 业 保 障 金 的 公 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6 日在京会

见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全体代

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勉励

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开

创我国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会

议表彰了 401 名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91 个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

单位和 76 名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

范个人。

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对模

范的表彰，必将进一步推动形成

尊崇、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社会

风尚，激发广大退役军人的自豪

感、荣誉感、责任感，激励退役军

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退 役 不 褪 色 ，建 功 新 时 代 。

我国现有数千万退役军人，他们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

力量。早在战争年代，就有一批

又一批军人到地方工作，为夺取

中国革命胜利建功立业。新中国

成立后，大批退役军人到地方工

作，为加强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

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

的历史时期，广大退役军人顾全

大局、无私奉献，成为改革开放的

时代弄潮儿，取得了骄人业绩。

党的十八大以来，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完善，400

万名退役军人得到妥善安置，抚

恤补助标准连年提高，部分退役

士兵社会保险得以接续，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环境不断优化……广

大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归属感、幸

福感不断增强。

当前，退役军人工作面临新

任务新要求。这要求退役军人工

作必须主动对接强军兴军实践，

加强政策衔接和跟进落实，更好

地服务改革强军战略的实施。

退役军人到地方工作，是他

们人生和事业的重大转折，军地

各级要形成合力，采取得力措施，

既要把他们安置好，也要把他们

使用好，继续发挥好他们的作用。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

进新时代，广大退役军人拥有干

事创业的广阔空间和舞台，大有

可为，也大有作为。全社会要为

他们营造能够干事创业的良好环

境。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需要着力完善政策法规，全面提

高就业安置质量，提升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水平。

做 好 退 役 军 人 工 作 责 任 重

大、使命光荣。只要用真心献真

情尽真力，就一定能够开创新时

代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⑤4
（新华社北京 7月 26日电）

时至年中，最新财税数据表

明，今年我国近 2万亿元的减税降

费政策正加快落地生效——

11709 亿元，这是国家税务总

局披露的上半年全国累计新增减

税 降 费 数 据 ，其 中 减 税 10387 亿

元。与之对应，财政部公布的上半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虽然总

量超 10万亿元，但同比增速回落至

3.4%，税收增速仅为 0.9%。

以政府收入之减，换经济活力

之增。透过收入“晴雨表”，来自一

线企业的“减负”心声折射中国经

济迎难而上、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坚

定步伐。

增值税减税 4369亿元
对制造业企业而言，今年最受

期待的减税举措莫过于今年 4月 1
日起增值税税率从 16%降为 13%，

大力度减负信号让“中国制造”前

行路上“腰杆更挺”、信心更足。

走进位于福建福州的雪人股

份有限公司，一辆崭新的氢能源客

车引人注目。从最初生产制冷机

到攻关高端压缩机，再到转向氢能

源产业，这家传统制造业在坚持创

新中不断打开发展新空间。

“没有核心技术，就会受制于

人。”公司副总经理林汝捷告诉记

者，公司预计今年底比去年少缴增

值税 920 万元，加上历史留抵退税

2055 万元，资金流动性明显改善，

加大研发投入更有底气。

调研中，很多企业表达了共同

的心声：对企业而言，公平、有效的

减负办法就是大幅度减税降费，不

仅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更提振

了应对挑战的信心。

“减税政策在制造业等行业表

现明显。”财政部国库集中支付中

心主任刘金云说，上半年制造业税

收同比增长 4.9%，增幅比一季度回

落 6.8 个百分点，其中，汽车、专用

设备、通用设备、仪器仪表、电气器

材、纺织、化工等行业增幅回落明

显。

税务总局减税办常务副主任、

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介绍，

上半年，全国增值税改革减税 4369
亿元，其中 4 至 6 月整体净减税

3185亿元，惠及 940万户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所有行业均实现减税。

税务部门监测的 10 万户重点

税源企业数据显示，上半年重点企业

单位营收税负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则增长 20.6%。而增值税发

票数据显示，受减税降费政策红利影

响，5月和 6月的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

长 9.5%和 9.2%，比前 4个月累计增速

分别提高4.3和4个百分点。

一个个减负大数据，凝聚起转

型升级“大棋局”下，我国实体经济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小微减负超千亿元
一系列普惠性减税政策，让数

量庞大的小微企业如沐春风。

厦门三都土笋冻是一家老字

号小吃店。近“90”后负责人陈伟

旭告诉记者，去年他新购置 50万元

的设备，员工数量也扩增至 20人，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系列小微企

业减税政策的出台，其中企业所得

税税率从 25%降到 5%，算下来每年

减税 20万元。“普惠减税政策让我

更有信心来扩大经营。”

以生产新式蛋黄酥出名的广

西轩妈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韦福

献也深有感触：从 3年前一家不足

10人的小微电商，到如今拥有 8000
平方米工厂，员工超过 400人，产值

近 2 亿元，税收突破 2000 万元，企

业快速成长受益于国家一系列扶

持政策，仅今年上半年公司减税降

费就超过 200万元。

蔡自力介绍，上半年，小微企

业普惠性政策累计新增减税 1164亿
元，其中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新增减税

1025 亿元，占全部新增减税额的

88%。

减负激发活力，还体现在个税

改革“红包”直接增加了居民收入，

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数据显示，上

半年，个税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

30.6%，是降幅最大的税种。

专业从事薄膜电容器生产与

研发的厦门法拉电子董事长严春

光测算，2019 年公司因增值税改

革、社保费率下降等降低税费负担

11%，个税税负则下降 29%，全公司

少缴个税累计约 486万元。

蔡自力介绍，上半年，个税改

革累计新增减税 3077亿元，人均减

税 1340.5元，累计 1.15亿人无需再

缴纳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在减

税降费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上半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

长 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5%，跑赢上半年 GDP增速。

打通“最后一公里”
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了进一步治理违规涉企收费

新措施，释放出更大力度抓政策落

地、确保增强企业获得感的积极信

号。

“空前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

彰显党中央、国务院为企业打造更

好营商环境的改革决心。”在厦门象

屿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陈方看来，如

果把公司今年减税降费省下的 1亿
多元钱全部转化为供应链运营资

本，模拟测算可扩大营收规模 15亿
左右。“这些直观数字表明，减税降

费不仅带给企业和员工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更带来长远效益。”

好政策能落地，更要生根。

财政部税政司巡视员徐国乔表

示，财政部正加强监督检查，严肃

查处政策不落实、增加企业负担、

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坚决打通

“中梗阻”“最后一公里”，对搞变

通、打折扣或变换花样乱收费抵消

减税效果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决不姑息。

再取消 25项税务证明事项、将

各 类 投 诉 的 办 理 时 限 全 部 压 缩

50%、主要税费事项网上办理……

国家税务总局本周出台便民办税

缴费十条新举措。“透过这些举措，

税务部门正以更大决心解决好纳

税人、缴费人反映强烈的痛点、堵

点和难点，确保减税降费落地生

根，更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税

务总局新闻发言人付树林说。⑤4
（新华社北京 7月 25日电）

7月26日，参加2019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的选手在比赛中。当日，大赛总

决赛在河北保定开赛，吸引来自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500 余名选手参

赛 ⑤4
新华社 发

7 月 26 日，人们在云南楚雄桃园湖广场载歌载舞欢庆火把节。当日，楚

雄市彝人古镇、太阳历文化公园、市民休闲广场等公共场所，人们身着节日

盛装，载歌载舞，欢庆彝族群众的火把节 ⑤4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