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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速 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就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

出重要批示强调，着力在提高质量、促进公平上下功
夫，努力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基础教育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实施公务员法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意见》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
宣传工作条例》电视电话会议强调，以党内法规建设新
成效，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开创新局面

●国务院港澳办 7月 29日表示，希望香港社会反
对暴力、守护法治、尽快走出政治纷争

●中国国民党第 20届全代会第 3次会议 7月 28日
通过提名，高雄市市长韩国瑜成为该党 2020年台湾地
区领导人选举参选人

（均据新华社）

消防制度审批改革后——

公众聚集场所作出承诺即可营业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29日电 应

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副局长琼色

29 日表示，消防制度审批改革以

后，全国每年将有 10余万家公众聚

集场所作出承诺后即可营业，数万

家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和 10 余万名

消防专业技术人才从业不再需要到

消防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根据印发的《关于深化消防执

法改革的意见》，将明确公众聚集场

所取得营业执照后，作出其符合消

防安全标准的承诺后即可投入使

用、营业；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

消防安全评估机构办理营业执照后

即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再需要到消

防部门办理审批。

在取消事前审批后，针对一些

公众聚集场所可能会出现的违规

营业问题，琼色表示将采取多项

监管措施，包括制定公众聚集场

所消防安全标准，作为公众聚集

场所作出符合消防安全条件承诺

的法定依据，让企业对标落实；实

施事后核查，严格依法查处违法

行为，发现场所实际情况与承诺

内容不符的，依法责令其改正并

予以处罚，同时记入信用记录，对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

撤销审批，责令停止使用、营业并

从重处罚。⑤3

据新华社香港 7月 29日电 28
日下午开始，有部分人士在香港港

岛地区进行未经批准的集结。其中

一些激进示威者作出暴力行为，对

警方和其他市民构成危险。香港特

区政府发言人 29日凌晨发表声明，

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上环

及西环一带，有激进示威者向警务

人员掷砖、纵火，甚至以载有燃烧

着纸皮的手推车推向警方防线，对

警 务 人 员 以 至 其 他 市 民 构 成 危

险。激进示威者目无法纪，以暴力

破坏社会安宁，我们予以强烈谴

责，会继续全力支持警队严正执

法，遏止所有暴力行为，尽快恢复

社会秩序。在铜锣湾有人占据马

路，更有人破坏公物，设置路障阻

塞交通，严重影响巴士及电车等公

共服务。

据香港警方介绍，在驱散激进

示威者的行动中，警方暂时拘捕至

少 49 人，涉嫌干犯未经批准的集

结、藏有攻击性武器等罪行。⑤3

香港特区政府全力支持警队严正执法

警方拘捕至少 49名激进示威者
22位勇士冒死攀上铁索，迎着弹雨、冲过火海夺下铁桥……

泸 定 桥 畔 的 回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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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城县凤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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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

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滔滔

大渡河穿泸定城而过，泸定桥畔，

嘹亮的合唱声在红军飞夺泸定桥

纪念馆前响起，22 座为纪念飞夺

泸定桥勇士而立的石柱挺立在一

旁。

开国上将杨成武曾回忆说，打

过这么多仗，最惨烈、最悲壮的，还

是飞夺泸定桥。今天，大部分夺桥

勇士的名字难以考证。7月 27日，

李理来到泸定桥畔，不禁百感交

集。他的父亲李友林是飞夺泸定

桥 22名勇士之一。“父亲去世前一

年，才告诉我他的故事。”

1935年 5月 28日凌晨，为抢在

敌人增援部队前抵达泸定桥，先头

部队红 4团接到“提前一天夺取泸

定桥”的命令，此时距离泸定桥还

有 240里，两天的路必须一天走完，

还要突破敌人的堵截，形势十分紧

张。“为了抢时间，父亲说他们根本

不敢吃饱肚子，有时击溃路上遭遇

的守军后，有战士将敌人煮到半熟

的鸡腿捞起，插到皮带上就继续赶

路。”李理说。

一昼夜疾行 240 里， 29 日凌

晨，红 4 团终于赶到离泸定桥 10

里远的上田坝。红军兵分两路，

一 路 沿 河 而 上 ， 一 路 向 左 侧 包

抄。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候，红军

夺取控制了泸定桥的制高点海子

山，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同时

很快组织起一支 22人组成的夺桥

突击队，闻名中外的“飞夺泸定

桥”战斗一触即发。

今天走在泸定桥上，尽管已在

13根铁索外又加了数根钢缆，并有

结实木板构起稳固的桥面，过桥时

仍感到桥身左右摇晃，桥下就是湍

急的大渡河水，令人心惊胆寒。小

心翼翼踏着小碎步走过当年红军

战斗过的铁索桥，更觉当年红军夺

桥战斗时的英勇豪迈。

据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资

料，红军进到西桥头时，守桥敌人已

拆完桥上大部分桥板，并在东桥头

附近构筑了工事，同时用重机枪、迫

击炮不断向西桥头密集射击。

李理曾问过父亲，爬铁索夺桥

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到过死吗？

至今，父亲的回答仍萦绕在李理耳

边，“如果想到死，我们就冲不过去

了。”那个时候，战士们都抱着必胜

的信念，才会产生如此大的决心与

勇气。

22 名勇士在我军西岸高地火

力的掩护下，冒死攀上横空摆荡的

铁 索 ，迎 着 敌 人 的 子 弹 向 前 爬

行……有 4 名勇士不幸坠入大渡

河。

抵近东桥头时，敌人开始放火

烧桥，危急时刻，勇士们一跃而起，

冲过火海，与敌人展开搏斗夺下了

桥头，并与后续赶来的战友一起与

敌人激战，占领了泸定城。

当年的夺桥勇士刘金山的儿

子刘东升告诉记者，他父亲手臂、

手掌上都是当年夺泸定桥时被烧

得滚烫的铁索链烫伤的痕迹，“我

曾问过父亲当时是怎么想的，父亲

说，当时谁还想得了那么多，就是

一心想着怎么爬过去，尽快爬过

去，把敌人给消灭掉，这就是我的

任务。”

刘东升说，父亲告诉他，他们

之所以那么拼命，把生死都置之度

外，是因为心中有火一般的信念。

就是不想再过任人宰割、被人剥削

的日子。就想跟着共产党，自己做

国家的主人。

采访间隙，刘东升从挎包内小

心翼翼地取出父亲的一枚枚军功

章给记者看，这位执飞超过 40年的

民航飞行员所用的旧挎包面皮已

翻起，明显已用过许多年头。刘东

升说，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更应

该珍惜拥有的一切。

夺桥勇士中的生者，不少又在

后来的战斗中牺牲，最后幸存的

勇士，却不愿意向他人谈起这段

历史。“父亲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

功劳，而是集体的功劳。”刘东升

说。

而正是铁索桥上的英勇，对推

动战争形势的发展立下不可磨灭

的功勋。随着中央红军的主力渡

过大渡河，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

为“石达开第二”的幻想彻底破

灭。

记者今天沿着红军的足迹重

返大渡河畔，当地群众在桥边唱起

了红歌。泸定县居民刘江奇说，他

们在这里唱《祖国不会忘记》，有着

特别的意义，那些为共和国牺牲的

战士不应该被忘记。

走在泸定桥上，耳边虽再听不

到当年的冲锋号和枪炮声，但峡谷

间的山风吹着铁索，奔腾不息的大

渡河咆哮如故，仿佛奏着一曲永不

停歇的英雄之歌。⑤3

（据新华社成都 7月 29日电）

新华社北京 7月 29日电 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

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

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长李鹏同志的遗体，29日在北京

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李鹏同志因病于 2019年 7月 22
日23时1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李鹏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

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

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鹏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

切慰问。

29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

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

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

李鹏同志”，横幅下方是李鹏同志

的遗像。李鹏同志的遗体安卧在

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

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9 时 30 分许，习近平、李

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等，在哀

乐声中缓步来到李鹏同志的遗体

前肃立默哀，向李鹏同志的遗体三

鞠躬，并与李鹏同志亲属一一握

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在外地送花

圈，对李鹏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

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李鹏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

前往送别。⑤3

李鹏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

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在外地送花圈表示哀悼
李鹏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鹏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