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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涧西区工农乡尤东村村民委员会

向本局提出洛阳市涧西区尤东社区安置房项

目规划许可的申请。该项目位于涧西区丝路

大道东侧、规划文教路南侧区域，建设用地面

积约 39.43 亩，总建筑面积约 10.74 万平方

米。该项目原规划设计方案已于 2019 年 12

月2日审批通过，现根据当前最新相关技术规

定，优化住宅日照设计，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经区政府与周边项目建设单位协商后，对原

规划设计方案予以调整，本次主要对以下内

容进行修改：1.配套位置修改，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由原6号楼移至1号楼底层，公厕、社

区服务用房及商业部分移至6号楼；2.因原设

计方案中，1 号楼东单元东侧 A3 户型 2-16

层、2号楼A2套型2-5层日照不满足住宅日

照要求，故将1号楼东单元东侧A3户型2-16

层与相邻A1套型合并为一个户型，将2号楼

A2套型2-5层与相邻A3套型合并为一个户

型，调整后上述房屋日照满足要求；3.总建筑

面积增加了 605.58㎡。地上总建筑面积不

变，其中项目住宅建筑面积减少了267.16㎡，

商业建筑面积减少了13.18㎡，消防控制室建

筑面积减少了 4.15㎡，社区服务用房建筑面

积增加了 5.38㎡，物业管理用房建筑面积增

加了 2.53㎡，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建筑面积增

加了24.07㎡，公共厕所建筑面积增加了4.85

㎡，开闭所建筑面积减少了 21.45㎡，地库坡

道楼梯间面积增加了 269.11㎡；地下建筑总

面积增加了 605.58㎡，其中储藏室建筑面积

减 少 了 463.24 ㎡ ，车 库 建 筑 面 积 增 加 了

1068.82㎡；建筑基地面积增加了 247.65㎡。

4.居住户数减少了19户，居住人口减少了61

人，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位根据户数变化，

按照相应配比进行调整（详见公示图纸）。

现依法在 2022 年 6 月 24 日至 2022 年 7

月4日在项目现场将调整后总图方案同步予

以公示。

本局认为该规划内容可能涉及他人利

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规定，本局现

按程序发布听证公告。请洛阳市涧西区尤东

社区安置房项目的利害关系人（年满18周岁，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携带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和相关证明资料（房屋契证或购

房合同）正本、复印件，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2022年7月4日17时00分前向本局提出

书面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放弃

听证权利，本次听证会不受理电话、邮件、电

子邮件和其他形式的申请，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9-64920721
联系地址：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涧

西分局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许可听证公告

关于2022年洛阳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
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缴纳工作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税务局 洛阳市财政局 洛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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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
用管理办法》（财税〔2015〕72号）、《关于完善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 更好促进残疾人就
业的总体方案》（发改价格规〔2019〕2015
号）、《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 更
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实施意见》（豫发改价
调〔2020〕1038号）、《河南省用人单位按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申报审核办法》和《国
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河南省财政厅 河
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2022年河南省按比
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和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申报缴纳工作的公告》等规定，为做好
2022年洛阳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
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
申报缴纳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主要政策内容
（一）审核、申报单位
1.凡本市行政区内的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含中央、省驻
洛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2021 年度
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如实向所属残疾人就
业服务机构申报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
人数，审核结束后按规定申报缴纳残保金

（安排残疾人人数达到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
1.6%的，也要履行申报程序，但不产生残保
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直接向
所属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

2.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央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
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通知》（残联
发〔2021〕51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
2024 年）的通知》（国办发〔2022〕6 号）和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十四五”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豫政

〔2021〕36号）文件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应当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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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行分档征收政策
对残保金继续实行分档减缴政策。其

中：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
（含）以上，但低于我省规定比例1.6%的，按
规定应缴费额的50%缴纳；用人单位安排残
疾人就业比例在1%以下的，按规定应缴费
额的90%缴纳。

（四）小微企业暂免征收政策
在职职工总数 30 人（含）以下的企业，

暂免征收残保金。
（五）明确征收标准上限口径
残保金征收标准上限，按照当地社会平

均工资的 2 倍执行。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按
照所在地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
计算。

（六）合理认定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形式

用人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
疾人在本单位就业的，各县区残联所属的残
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在审核时要相应计入并
加强动态监控。派遣单位和接受单位在审
核前要协商一致，将残疾人人数计入其中一
方的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和在职职工
人数，不得重复计算。

（七）应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优惠
政策

用人单位安排应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
就业超过6个月的，当年（就业年度）全年计
入用人单位安排人数。

（八）纳入社会信用评价体系
对未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且拒缴、少

缴残保金的用人单位，将其失信行为录入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二、审核、申报事项
（一）审核、申报时间
1. 2022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

核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未在规定时限内审核的，视为未安
排残疾人就业。

2. 残保金由用人单位自主申报缴纳。
2022 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的时间为 2021
年度全市社会平均工资（全市城镇非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公布的次月起至
2022年12月31日。

（二）审核、申报方式
1. 用人单位可以登录本地政务服务网

线上申报上年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
数，也可以向政务服务大厅年审窗口（已经
进驻政务服务大厅的）或所在地残疾人就业
服务机构，申报上年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
业人数。用人单位按照所属税务部门管理
范围，由所在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审
核，其中：中央驻洛单位，市直的机关、社会
团体、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和纳入国家税
务总局洛阳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管理的
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生产经营所在地辖区
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审核。用人单位
应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选择“所属县区残
疾人联合会”，点击进入后选择“全国残疾人
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进行在线办理，
也可以到政务服务大厅年审窗口（已经进驻
政务服务大厅的）或所在地残疾人就业服务
机构现场申报。

2. 残保金由用人单位主管税务机关负
责征收，实行属地管理。

（三）审核、申报需提交的资料

1. 用人单位参加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审核应提供以下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

（1）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表；
（2）劳务派遣协议（通过劳务派遣安排

残疾人的单位提供）；
（3）残疾人就业年度银行工资流水查

询单；
（4）劳务派遣单位的派遣资质证明（通

过劳务派遣安排残疾人的单位提供）；
（5）劳动合同（在编人员提供编制文

件）；
（6）毕业证书或学历认证报告（安排应

届残疾人大学生的单位提供）；
（7）残疾人参保情况证明材料；
（8）用人单位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申报

资料真实性承诺书。
以上材料，网上申报的上传原件扫描件

（除第8项外），现场申报的查验原件并留存
复印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用人单位因故需要重新申报的，可在
申报审核期内，持加盖单位公章的重新审
核书面申请、补充材料及原按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审核认定书进行现场申报，申报
时应重新填写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
况表。

2. 用人单位可选择登录河南省电子税
务局或办税服务大厅，填报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缴费申报表，根据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出
具的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认定书，如
实填写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提交资料的要求：一是用人单位对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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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申报缴费的，用人单位需提交上述材料的
原件及复印件；网上审核或申报缴费的，需
上传上述材料的原件扫描件。

（四）催报催缴工作
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税务和财政

部门要按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
理办法》（财税〔2015〕72 号）规定的相关征
收催缴工作要求，做好业务衔接，强化部门
协作配合，形成残保金征管共治合力。

三、其他事项
（一）各县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将

认定的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通过
“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系
统”及时提供给税务机关。

（二）用人单位、劳务派遣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在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及残保
金申报工作中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
定，弄虚作假，严重扰乱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审核及残保金征收工作秩序，涉嫌犯罪
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单位和相关人员
的法律责任。

（三）2022年有关审核和申报征收事项
按照此公告执行，如有政策变化以通知或文
件为准。

（四）自公告之日起，用人单位可向各级

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咨询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审核相关事宜；向税务部门纳税服务
大厅、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申报缴纳残
保金相关事宜。

洛阳市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
地址及联系方式

■涧西区 电话：64823303、64823327
地址：涧西区嵩山路 37 号院内一楼残疾人
就业服务大厅105室

■西工区 电话：63185069 地址：西工
区芳林北路（原永昌路六号院）西工区委家
属院

■老城区 电话：63963116、65231728
地址：老城区义勇北街 2 号（老城区残联一
楼服务大厅）

■瀍河区 电话：63982669 地址：瀍河
区中州东路共和小区7号楼

■洛龙区 电话：63207859、65555623
地址：洛龙区安乐镇大杨树十字路口东300
米路北（洛龙区残联一楼年审大厅）

■孟津区 电话：67922186 地址：孟津
区平乐路111号

■伊滨区 电话：61277709 地址：伊滨
区科技大厦2523室

■偃师区 电话：67789639 地址：偃师
区胜利路10号

■新安县 电话：67289692 地址：新安
县农业大厦行政服务大厅一楼西厅残联窗口

■伊川县 电话：69355166 地址：伊川
县人民大街西路95号

■宜阳县 电话：68880787 地址：宜阳县
城关镇文明中路51号（县实验一高斜对面）

■汝阳县 电话：68225010 地址：汝阳
县城关镇刘伶广场文化科技楼10楼1013室

■洛宁县 电话：18317527879 地址：洛
宁县永宁大道行政服务中心

■栾川县 电话：66873165 地址：栾川
县城关镇凤凰广场政务服务中心D区残联
窗口

■嵩县 电话：66336770 地址：嵩县行
政服务中心院内残联

■洛阳市残疾人劳动就业管理办公室
电话：69910158 地址：洛龙区金城寨街26
号二楼202室

洛阳市各县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地址及联系方式

■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涧西区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

电话：60652892 地址：洛阳市天津路
与湖北路交叉口向南50米云峰国际

■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电话：65582310 地址：洛阳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创业路7号—9号

■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西工区税务局
九都路办税服务厅

电话：63955011 地址：洛阳市西工区
九都路64号

■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老城区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

电话：65612366 地址：洛阳市老城区
状元红路与定鼎北路交叉口西300米（老城
区行政服务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瀍河回族区税
务局九都路办税服务厅

电话：63977898 地址：洛阳市瀍河回
族区启明南路 231 号艳阳天小区西门行政
服务中心一楼

■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洛龙区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

电话：65812366 地址：洛阳市洛龙区
行政服务中心（洛龙区广利街与政和路交叉
口西南角）

■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电话：62312366 地址：洛阳市洛龙区
行政服务中心（洛龙区广利街与政和路交叉
口西南角）

■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电话：60666035 地址：洛阳市伊滨区
白塔路1号隆安东方明珠南门

■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偃师区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

电话：69668819 地址：洛阳市偃师首
阳新区首阳大厦行政服务中心税务窗口

■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孟津区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

电话：67928235 地址：洛阳市孟津区朝
阳大道文博艺术中心东北区孟津便民中心

电话：68212366 地址：洛阳市孟津区
河阳路西段（原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吉利区
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新安县税务局办税服
务厅

电话：67292609 地址：新安县涧河大
道农业大厦行政服务中心二楼

■国家税务总局宜阳县税务局办税服
务厅

电话：68912366 地址：宜阳县香鹿山
大道行政服务中心二楼税务局窗口

■国家税务总局伊川县税务局办税服
务厅

电话：65583231 地址：伊川县智慧政
务服务中心二楼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汝阳县税务局办税服
务厅

电话：68258928 地址：汝阳县隆盛路
北段行政服务中心一楼

■国家税务总局栾川县税务局办税服
务厅

电话：66712366 地址：栾川县滨河大
道凤凰天街F栋一楼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嵩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电话：66412366 地址：嵩县白云大道

东段行政服务中心一楼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办税服

务厅
电话：66231404 地址：洛宁县永宁大

道昌瑞大厦三楼

北京福昌通物流有限公司、

牛顺利、王丽丽：

新安县安源矿产品有

限公司股东会拟定于 2022

年7月11日上午9时在公司

办公室召开，望你们安排好

自己时间，准时参加。

执行董事：冯纪元

2022年6月24日

关于召开新安县安源
矿 产 品 有 限 公 司
第四次股东会议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