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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县地税局开展房地产税收专项治理活动纪实

!

晚报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王艳伟

近年来!房地产业发展迅速!

房地产税收成为地税收入的支柱

行业" 商水县地税局为国聚财不

畏难! 近期与该县检察部门联合

开展了房地产税收秩序专项治理

活动!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全县

+56

家从事建筑#房地产的纳税人

进行了自查! 并按照要求开展了

检查!共入库税款
5,2782

万元!加

收滞纳金
+,,

万元"

精心组织 强化领导

为推动房地产税收专项治理

活动的顺利开展! 商水县地税局

和县检察院$以下简称 %税检 &两

家' 联合成立了房地产税收专项

治理活动领导小组! 县地税局党

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县检察院党

组成员#反贪局局长任副组长!切

实加强对专项治理活动的组织领

导! 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增强工作合力" 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税检& 两家分

别抽调
,9

名同志具体负责专项治

理!为活动提供了组织保障"

密切配合 通力合作

为扎实推进专项治理活动!商

水县地税局还专门召开会议 !组

织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有关文

件精神!同时细化方案!%税检&两

家结合商水实际! 专门下发了文

件并加强与财政 #国土 #住建 #金

融等职能部门的沟通与联系 !完

善信息交流共享机制! 加强综合

治税! 全面获取房地产开发企业

的涉税信息" 在此基础上!%税检&

两家定期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

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

为给活动提供舆论保障!%税

检& 两家联合召开房地产税收专

项治理活动动员会! 联合印制了

房地产税收专项治理公告
5999

份#宣传单
6999

份!深入房地产企

业#建筑企业#各乡镇重点税源进

行宣传!引导纳税人主动配合"

对欠缴税款的纳税人! 由检

察官组织他们对专项治理的政策

进行再学习#再强调#再动员!对自

查认真彻底#主动说明情况#挽回

损失的房地产企业! 根据情节轻

重!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对

自查走过场#隐瞒不报的!一经查

证属实!坚决依法处理"

对欠缴税款的纳税人! 依法

下达了限期补缴税款的 (税务事

项通知书)!责令纳税人限期补缴

所欠税款" 对逾期仍未补缴欠税

的违法行为! 依法冻结其银行账

户!查封扣押其不动产!确保国家

税款不流失"

通过%税检&两家联合治理!进

一步规范了房地产税收秩序!提高

了纳税人纳税意识!商水地税人也

用行动践行了%聚财为国!执法为

民&的税收宗旨"

关于举办第六期

周口市!道德讲堂"的启事
!!!!!!

由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周口市文明办倾力打造!周口市卫生

局#周口广播电视台#市社科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承办的

高端公益讲堂***第六期周口市%道德讲堂&将于
,9+1

年
++

月
+9

日
+1

时
59

分在周口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开讲"

本期 %道德讲堂 &由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

生导师崔留欣及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所长邓莉

主讲" 崔留欣教授的讲座立足于政府#医院#患者角度!分析医患

之间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以案例为主线!探讨如何科学就医#构

建和谐医患关系等问题+ 邓莉所长从健康素养的背景和概念出

发!通过讲授健康生活方式的四大基石!引导居民正确树立科学

饮食#适量运动#健康爱好#豁达心态等理念"

热诚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届时参与"

市文明办联系电话!

:,-7-69 :,-7++:

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

周口市文明办

,9+1

年
++

月
2

日

周口市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中心城区三轮车

专项整治的通告

!!!!!!

为切实维护中心城区交通秩序!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创造文

明#畅通#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

输条例)(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国务院第
529

号令'(河南省道

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市政府同意!决定在周口中心城区

开展三轮车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特通告如下,

一#自
,9+1

年
++

月
-

日起!每日早
2

,

59

至晚
7

,

59

!中心城区

建成区主要道路一律禁止三轮车通行$符合通行要求的残疾人专用

三轮车#接送学生专用三轮车#老年人代步三轮车除外'" 允许上道

路行驶的三轮车及其驾驶人!不得闯红灯#闯禁令#乱停乱放#随意

调头和从事非法营运!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文明行驶!安

全驾驶"

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中心城区从事三轮车 $含燃油#电

动#人力三轮车及各类改装拼装车'非法营运活动"

三#严禁企业或个体商户违法生产#拼装#改装#销售不符合国

家标准三轮车"

四#残疾人专用三轮车!经残联部门审核登记备案后!会同公安部

门制作#发放残疾人三轮车及残疾驾驶人明显标识!准许在慢车道行

驶!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严禁从事非法营运!严禁乱停乱放乱行"

五#接送学生专用三轮车!经学生所在学校和所属教育主管部

门审核登记备案后!会同公安部门制作#悬挂%接送学生专用&标志!

准许在规定的时间和路段内行驶!严格按照指定的接送学生地点有

序停放!严禁乱停乱放阻碍交通!严禁从事非法营运"

六#老年人代步三轮车$宽度在
9.26

米#长度在
,.9

米以内!限一

人乘坐'!准许在慢车道行驶!严禁从事非法营运!严禁乱停乱放乱行"

七#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河南省

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规定!对此类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交通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无照经营查处取

缔办法)$国务院第
529

号令'!对此类车辆违法营运行为进行查处!

质监部门#工商部门将对非法生产#拼装#改装#销售此类车辆行为

依法进行查处"

八#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据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依法公开曝光严重扰乱通行秩序#营运秩序和办公秩序的

三轮车驾驶人违法违规行为"

周口市人民政府

,9+1

年
++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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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

!!!!!!!

本报综合消息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

林
++

月
6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型城镇化集

体采访上表示!要通过优化公共资源配置#调整经济

空间布局等手段引导人口合理分布!所谓%京津冀一

体化将通过从北京向河北天津疏散人口来实现&的

说法不实"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9+1;,4,4

年')提出!

严格控制城区人口
644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

模" 徐林介绍!根据
+7:7

年的(城市规划法)!市区

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
64

万以上的城市为特大城

市! 这种划分标准明显跟不上发展需要" 研究表

明!城市人口规模
,44<644

万!最符合规模经济"根

据新的 (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调整方案 )!城区人口

644

万以上的城市为特大城市! 目前全国有
+-

个

特大城市!这些城市下一步要严格控制人口规模"

在回应%北京将通过京津冀一体化向河北和天

津疏散
644

万人口&的传言时!徐林表示这种说法

子虚乌有!政府不会通过行政手段将人疏散!而是

通过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合理疏散特大城市功能!

缩小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 引导人口合

理分布"

"顾仲阳#

普遍放开二胎没有时间表

卫生计生委!

!!!!!!

本报综合消息 卫生计生委
++

月
6

日举行例行

新闻发布会"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指出!普遍放开

二胎没有时间表"

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监察专员赵延配说!实

施单独两孩政策以后! 提出申请的有
24

多万人!这

确实和预期有一些差距! 原因是今年开始实施单独

两孩政策以后!各地最早实施的时间是在今年年初!

晚的在今年六七月份!从生育时间来说!十月怀胎一

朝生育!所以不可能生在今年" 另外!因为单独两孩

涉及的人口对象很大一部分是城市人口! 他们的生

育观念已经有了很大转变!尤其在政策允许以后!很

多年轻夫妇因为生育和养育成本问题! 或者工作和

其他事业发展方面的原因!不急于要孩子"从生育来

说!政策有一个滞后性!最少到第二年#第三年才能

看到整个生育水平是否有大的变化" 各地批准实施

单独两孩政策的时间也不一样! 所以今年不会生那

么多"对于普遍放开二胎的问题!现在没有一个时间

表" "白剑峰$

建设银行善融商务推出!双!!精品聚"活动
年年岁岁活动相似!岁岁年年优惠不同" 又到

了一年之中的电商狂欢***光棍节!善融商务个人

商城追随%双
++

&全民购物的火热氛围!贴近平台

%精专特优&市场定位!于
++

月
++

日至
+1

日推出

%双
++

精品聚&专题营销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精品和创意营造活动氛

围!苹果新品#三星#阿玛尼#天梭#五粮液等知名

品牌%惠&聚一堂!为消费者提供一场精品优惠购

的饕餮盛宴" 同时善融商务史上超强赠品强势助

力! 活动期间只要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得价值千

元的红米
=>?@

增强版" 在活动形式上!创新推出

%一触即发&$幸运转盘'#%一见倾心&$买一赠一'#

%一降到底&$降价竞购'#%一锤定音&$限时抢购'#

%百里挑一&$精品专场'等精彩活动!将热门活动

形式与创意活动主题相结合! 让消费者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挑选到自己心仪的商品" 其中
++

月
++

日%一降到底&!将引爆善融商务史上最低价格!并

首创一天三场!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活动" %龙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