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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回归创新创业之星

■李 涛
南阳天堃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主要事迹：
李涛现年 39岁，毕业后就职于

中兴通讯公司。2009年自主创立深

圳市中星通网络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主营网络通信产品。公司注重

科技创新，研发了多项实用新型

专利。

2015年，在家乡回创政策的感

召下，李涛带领资深专业技术人才、

企业管理人才等回到家乡，创办南

阳天堃实业有限公司和河南省华鑫

锐光器件技术有限公司（精密无源

光器件）。天堃实业有限公司是大

型光通信制造企业，是高新区招商

引资重点扶持的一体化科技型生产

企业，拥有全国一流的 PLC 光分路

器等研发生产线，产品服务于中国

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运营

商。李涛不断创新，依托南方沿海

城市光通信资源，及时调整公司战

略发展方向。天堃实业牵手深圳中

星通等企业，与高新区签订了南阳

中星通光纤通信技术产业园建设项

目，建成的光纤连接器、PLC光分路

器、光缆等 6 个产业集聚区将在本

地形成光纤通信产业链。联合深

圳、武汉、郑州及本地高校，推进产

学研一体，建立行业专业技术工程

中心，使产业有一定成长延续性，增

强完善产业结构，为通信产业和通

信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李涛热心公益，公司成立以来

解决当地 200 余人的就业问题，其

中 8 人为贫困群众，提高了困难员

工的经济收入。③8

金牛彩印集团自主研发生产的乳业、饮料产品外包装获多项国家专利，深受国内知名品牌企业青睐 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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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事创业勇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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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魏 巍）7月 31
日，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委常

委、组织部长吕挺琳看望慰问了

驻军官兵、退役军人和军烈属，为

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市政协副

主席庹军、南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杨保军参加。

吕挺琳一行到消防支队、武警

支队、解放军驻宛某部，详细了解部

队建设、官兵生活等情况，对官兵长

期以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广大官兵

视驻地为故乡、视群众如亲人，军地

关系融洽，军民鱼水情深。希望大

家发扬优良传统，服务大局，恪尽职

守，争取更大成绩。吕挺琳还看望

慰问了新中国成立前老战士李明

唐、烈士遗属梁云棠，感谢他们为党

和人民事业作出的贡献，要求相关

部门要关心老人的生活，让老人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切实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温暖。③8

看望慰问驻军官兵退役军人和军烈属

送上节日祝福 共叙鱼水深情

自主研发 提升品质

（上接 A1版）充分发挥编外雷锋团

展览馆弘扬雷锋精神、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基地、宣传阵

地、文化阵地和研究阵地作用。这

里先后开展了编外雷锋团先进事

迹报告会 3000 余场，编纂出版《相

聚雷锋城》、《他们从雷锋身边走

来》等书籍 10余本，制作播出媒体

专栏专题 300 余期，创作的各类学

雷锋文艺节目在城乡巡演 600余场

次。“雷锋精神”在弘扬与传承中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成为价值的

坐标。

不忘初心葆本色

铮铮誓言，催人奋进。在 1.5
万名“雷锋”心中，曾经的宣誓犹在

耳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谦虚谨

慎，珍惜荣誉，创新发展，继续前

行，做更大成绩、争更大光荣的坚

定信念和决心没有改变。

示范引领，退役军人成为邓

州 编 外 雷 锋 团 靓 丽 的 红 色 风 景

线。第九任雷锋团团长、现任邓

州编外雷锋团团长宋清梅，转业

后服从组织分配，在邓州市文明

办副主任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

任怨；雷锋战友张三明转业回到

地方，在乡镇工作时推广“地膜

覆 盖 ” 种 植 技 术 ， 蔬 菜 远 销 湖

南、湖北等地，到园林处当副主

任时自制洒水车，为国家节约 10
万余元，被称为“园林骆驼”；退

役军人丁自力积极筹建仲景国医

堂 ， 组 织 中 医 “ 名 师 带 徒 ” 活

动，建成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

育基地——张仲景展览馆；雷锋

战友孙绍显转业到邓州市司法局

公证处工作，严格执法，多次被

省、市评为“学雷锋标兵”、南阳

市“十佳公证员”等；编外雷锋

团吧友营在网上寻找帮扶对象，

成功开展救助活动 100余次，募集

善款近 100万元；南阳出租车营成

立两年来，借助微信公众号做好

事 400 多件，归还失主财物达 15
万元；90后退役军人刘晓用 32万元

复员费为村里购买安装路灯 102
盏，并先后出资 70余万元帮助 120
余名退役军人成功就业；退役军人

占三分之一的邓州蓝天救援队，连

续承担了在邓州市举办的四届“驰

诚杯”中国全地形车锦标赛暨国际

邀请赛的安保工作，到城乡学校开

展安全宣讲活动 62场次，出动 567
人次开展紧急搜救任务，被誉为

“生命救援队”……

越来越多的优秀退役军人等

先进分子加入编外雷锋团，成为学

习传播雷锋精神的骨干力量。目

前，编外雷锋团有退役军人 1000余
名，600多人的吧友营就是由 26名
退役军人主动发起成立的，薪火营

180名成员全部来自新时期雷锋团

退役战士。

退役不褪色，勇担新使命。在

新时代、新岗位、新使命中，“雷锋”

们不忘初心，永葆本色，砥砺前行。

砥砺奋进建新功

昔日军营写忠诚，今朝回乡

建新功。邓州编外雷锋团凝聚力

量，倾情相助，主动开展走访谈

心活动，为退役军人谈形势、讲

政策，帮他们学技术、想点子，

引导他们创业。这些退役军人不

向政府叫屈、不向组织伸手，坚

持自力更生、自主创业，用实际

行动擦亮心头那枚“军功章”。

通过砥砺奋斗，有近 400名退

役军人成为种植、养殖、加工专

业户。

动人的故事不断上演。雷锋

战友丁士浩和女儿同时下岗，他

们不畏艰辛，通过在河滩养蜂、

开展门窗加工业务等，成了小康

户；立功致残的中年退役军人赵

普林，收过粮食、修过摩托车，

最终创办餐饮服务公司，带动 62
名下岗职工和退役军人就业；退

役军人张守合在编外雷锋团的引

导帮助下，成立艾草种植、加工、

销售等产业化公司，种植艾草 6000
亩，吸纳 2000 余人务工；退役军人

黄子选，在他的黄志牧业有限公司

设立精准扶贫项目部，采用“龙头

企业 +规模养殖小区 +贫困户”模

式，通过安排就业、代养、扶贫救助

基会帮扶等形式，帮扶贫困户 1.2
万户 2.9万余人。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编外

雷 锋 团 充 分 发 挥 自 身 团 体 规 模

大、行业人才多、信息渠道广、

整体素质高的优势，引导退役军

人积极投身家乡经济建设，助力

脱贫攻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在编外雷锋团，“雷锋精神”

薪火相传，26 个营、12 个直属连

排 （队）、1.5万余人将学雷锋的元

素不断丰富，将雷锋精神嵌入时

代精神的内核，激励感召着越来

越多的人领悟雷锋精神、弘扬雷

锋精神，军民同学雷锋，携手追

梦前行！③8

初 心 永 不 改 退 役 仍 出 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