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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芝政办发〔2017〕6 号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芝罘区税收保障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芝罘区税收保障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望认真

遵照执行。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10 日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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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区税收保障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强化全区税源控管，规范经营秩序，深化依法治税

理念，提高税收征管质量，保障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山东省地方税收保障条例》等

法律法规和省、市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税收法律、法规为依据，以综合涉税信息管理应用平台为

支撑，按照“政府领导，财税共管、部门协作”的原则，积极构

建“政府依法管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相关单位协税护税、纳

税人依法缴税、社会各界综合治税”的税收保障机制，实现征收

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以保障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促进

区域经济和社会事业健康发展。 

二、工作目标 

深化税收保障管理机制体制改革，增强依法治税责任感，加

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严格奖惩制度，充分利用好全市统

一的综合涉税信息管理应用平台，实现涉税信息自动化、标准化

获取，夯实税收管理基础，整合税收服务资源，提升税收征管质

效，提高财税风险防控能力，促进全区税收收入稳定增长，为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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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工作组织协调。区财政局负责全区税收保障的组

织、协调、配合和督促工作，与上级部门做好综合涉税信息管理

应用平台对接，为今后实现全市范围涉税信息的互联互通和信息

共享创造有利条件。区财政局综合协调各部门联合执法，及时联

动各部门做好全区税收保障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税源控管具

体措施。 

（二）充分利用平台信息资源。国地税部门通过充分整合利

用综合涉税信息管理应用平台的信息资源，联合开展税源管理、

税务稽查、风险管理、税收分析，及时发现纳税人申报过程中存

在的少报、漏报、错报等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升税收征管水平，

提高税源控管能力。 

（三）严格信息采集报送。各协税部门、单位负责职责分工

范围内涉税信息的排查、采集、报送工作，不得推诿扯皮、拖延

瞒报。信息涉密的，各协税部门、单位应及时签订保密协议。对

应报未报事项，各协税部门、单位要向区政府做出书面说明。为

及时发现解决税源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基础数据支

持。同时，各协税部门、单位在发现涉税违法行为时，应及时将

有关情况通报税务部门。在税务部门开展委托代征、监督检查、

对涉嫌涉税犯罪案件立案、对纳税人采取税收保全及税收强制执

行措施等税收执法行为时，各协税部门、单位要在自身职责范围

内，依法协助做好相关工作，形成协税护税合力。 

（四）密切部门协调配合。各协税部门、单位要切实加强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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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协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研究

部署工作任务，对重要涉税问题随时召开会议协调处理。建立定

期督导通报制度，研究全区税源控管和财源建设工作方法，分析

税收征管形势，交流通报工作进展。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区财政

局安排税收保障工作经费，专门用于税收保障工作相关网络维护、

人员培训等。（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详见附件 1）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协税部门、单位要切实增强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充分发挥各自职

能优势，及时与财税部门进行涉税信息的互联互通，协助税务部

门依法开展税收执法工作，切实保障税款及时足额征收。增强参

与税收保障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将税收保障工作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常抓不懈，努力把我区税收保障工作推向深入。 

（二）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全区税收保障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成立税收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由区长任组长，常务副区长任常务

副组长，区财政、国税、地税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区法

院、区发改局等 26 个区直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附件 2）。领

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财政局，区财政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各

协税部门、单位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组织、协调社会各方面

参与税收保障工作。各协税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要明确分管负责人、负责科室和具体人员，并确定一名信息联络

员，负责本单位涉税信息的收集、整理、报送和日常联系，及时



 

 —5—

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确保税收保障工作顺利开展。 

（三）强化督查问责。将税收保障工作纳入政府重点工作督

查落实范围，强化工作调度督导，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存在

的矛盾和问题。对工作得力、成绩突出的部门、单位和个人，按

相关规定予以通报表彰；对工作不作为、信息报送不及时、不准

确、不完整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法依纪严肃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 

（四）加强宣传引导。加大对税收保障工作的宣传，提高社

会各界对税收保障的关注和监督力度。各单位要依法使用和保管

涉税信息，除另有规定外，不得擅自向社会公开或者向其他单位

和个人提供涉税信息，确保涉税信息安全。 

 

附件：1.芝罘区税收保障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芝罘区税收保障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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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芝罘区税收保障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杨  波  区委副书记、区长  

常务副组长：吴晨光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副  组  长：王海青  区财政局局长  

            曲永康  烟台保税港区国税局副局长  

            衣焕庆  市地税局保税港区分局局长  

孙树峰  市地税局直属征收局局长  

王晓南  芝罘国税局局长 

            高晓军  市地税局芝罘分局局长  

成      员：梁延洪  市公安局芝罘分局政委 

赵明阳  区发改局局长、烟台崆峒列岛省级 

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 

吕建国  区法院副院长、工会主席 

高  程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赵言佐  区经信局局长  

潘  勇  区科技局局长  

杜广新  区民政局局长  

姜亭伯  区司法局局长  

赵国明  区人社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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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健  区住建局局长   

王国胜  区农发局局长  

杨  亮  区海洋渔业局局长  

常小平  区商务局局长  

王洪绩  区文新局局长  

李志晨  区卫计局局长  

吴界峰  区审计局局长   

于少华  区环保局局长  

张勇伟  区统计局局长  

任松泰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  

贾衍军  区体育发展中心主任  

刁学仑  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  

李  辉  区金融办主任  

王兴亮  市国土资源局芝罘分局局长  

吴  鹏  市规划局芝罘分局局长  

王理民  芝罘公路局局长  

付培良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芝罘管理部主任  

王兆庆  区财源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财政局，王海青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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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芝罘区税收保障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明细表 

区法院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对涉及动产、不动产、无形资产处置的裁定、判决、调解信息；对涉及动产、不动产、

无形资产处置的拍卖信息；对涉及动产、不动产、无形资产处置的执行信息；民事判决中以不动产或土地使用

权抵顶债务信息；民事执行中的拍卖、变卖财产信息；全区企业提请破产及企业破产处置信息；涉税案件判决

及执行信息。 

区发改局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备案创业投资企业登记信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信息；区重点项目调

度表；外商投资项目、国外贷款项目、境外投资项目及进口设备免税审核转报信息；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基本

情况表。 

区经信局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全区成品油经营网点分布管理；全区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核准、备案信息；全区软件信息

服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万）登记管理信息；全区技术创新项目计划表、调度表。每年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

全区技术改造项目年度投资计划。 

区科技局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技术服务合同登记信息表；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资金分配信息表；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审核

登记信息；全区每月专利授权信息表。 

区民政局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福利彩票代销点登记管理及纳税情况；福利企业登记管理信息；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信息；全区符合政府安置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安置企业信息表；全区福利彩票销售及奖励、纳税信息；全区

经营性公墓单位登记管理信息；全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信息；全区自谋职业退役士兵信息表；全区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信息表。 

信 
息 
报 
送 

区司法局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全区律师事务所、法律事务所从业人员、执业律师等登记管理信息；办理公证的各类经

济合同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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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局 

每月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政府非税收入征缴信息；配套费（价格调节基金）征缴信息；人防

易地建设费征缴信息；土地出让金信息。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财政监督检查涉及相关涉税信息；城建资金和

区级预算单位建设项目预算安排、资金拨付信息；城投公司工程拨款信息；各类中介机构费用支付信息；企业

申请过桥资金企业相关涉税信息；政府采购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登记管理及资金拨付信息。 

区人社局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就业创业证》发放信息；定点医疗机构及零售药店认定信息；技术人才聘用(境外人员)
就业登记信息；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信息；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金缴纳情况；失业人员登记培训信息

统计表；药店医保结算数据信息；职业技能培训、技能考核鉴定机构、劳服企业登记信息。 

区住建局 

每月度终了后 15 日内报送建设施工许可证信息。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建设工程招标项目信息；建筑、装饰装修、

区政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业务开展信息；建筑项目工程验收信息采集表；新型墙体材料基金返还信息；房地产开

发项目综合竣工备案信息；房地产新开工建筑面积、商品房可售建筑面积、竣工面积信息；房屋维修基金支出信息；

棚户区改造及保障房建设项目投资、施工及竣工验收信息；期房签约日期；全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发放信息；全区

物业公司登记管理、费用支付及近两年业务开展情况信息；预售许可证登记信息；房管局网签信息。每年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棚户区改造及保障房建设年度投资计划；区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情况。 

区农发局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全区农业建设项目实施及竣工、验收、资金拨付情况；全区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发放信

息；全区林业建设及造林项目实施及工程竣工、验收、资金拨付情况。年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采砂单位(户)管理

信息；地方水电管理信息；全区水利建设工程年度投资计划；全区水利建设工程项目实施及工程竣工、验收和

资金拨付信息；全区农业建设项目年度投资计划。 

区海洋渔业局 报送渔业船舶信息等。 

信 
息 
报 
送 

区商务局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对外贸易经营者信息；进出口商品配额（资质）企业基本信息；拍卖机构登记管理信

息；全区典当、二手车交易行业登记管理信息；全区境内企业对外承包工程登记、管理、备案信息；全区境内

企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业务登记、管理、备案信息；全区境内企业对外投资登记、管理、备案信息；全区直销

企业网点核查信息登记表；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信息；外商投资企业并购区内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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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新局 每季度终了后 15 日内报送全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文物修缮项目实施信息；全区信息网络视听

节目服务机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民办机构登记管理信息。 

区卫计局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全区民营医疗机构设置和登记管理等信息；全区医疗机构药品、医疗器械采购信息；乡镇卫

生院医疗机构新、扩、改建项目施工及竣工验收等信息；营利性、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设置和等级管理等信息。每年

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全区医疗机构年度建设规划。 

区审计局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审计中发现的税收违法行为信息表。 

区环保局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环评项目登记信息；全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信息。 

区统计局 
保险、人民生活月报表；固定资产投资月报表；规模以上工业月报表；价格指数月报表；金融月报表；就业、

社会保险月报表；旅游、财税月报表；全省及分县市区主要指标月报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国内经济合作、

外经贸月报表；用电、建筑业及交通运输业月报表。 

区市场监管局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工商开业登记信息；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信息；股权登记、转让及变更信息；企

业、个体工商户单位及其他组织变更信息、注销、吊销信息；动产抵押登记信息；广告经营单位登记管理信息；

全区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零售、餐饮等企业分类登记管理信息；食品经营企业信息登记表；食品生

产企业信息登记表；药品零售连锁企业信息登记表；房产评估中介机构登记信息。每年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农

民专业合作社、国有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外国企业年报报告信息。 

区体育发展中

心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竞技奖金发放及代扣代缴税款等信息。 

区政务服务中

心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建设工程招标信息。每年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招标公司入驻信

息表和政务服务中心交易中心中介信息统计表。 

 
 
 
 
 
 
 
 
 
 
 
 
信 
息 
报 
送 

区金融办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全区融资性担保机构、小额贷款公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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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芝罘分

局 

每月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全区房屋租赁登记许可信息；全区旅馆业客房入住登记管理信息；全区民用爆炸物品作

业单位(含营业性和非营业性)使用炸药登记管理信息。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全区开锁业登记备案管理信息；

全区特种行业经营登记管理信息；全区网吧经营监控登记管理信息；涉税经济犯罪案件涉税信息。 

市国土资源局

芝罘分局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初始登记信息；房地产新开工建筑面积、商品房可售建筑面积、竣工面积信息；改制

企业土地资产处置信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售信息、划拨信息、交换信息、收回信息、赠与信息；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发放登记信息；基准地价、土地分类价格信息；建设用地批准明细；全区采矿权出让（转让）审批

信息；全区查处违法转让(受让)土地信息；全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信息统计表。每年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全区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建设计划。 

市规划局芝罘

分局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发放信息。每年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全区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

理信息。 

芝罘公路局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全区国省道、高速公路建设和干线公路养护项目实施及竣工、验收信息；全区具有公路

建设施工资质企业登记管理信息(含外地在本区施工企业)；在我区境内从事公路建设项目施工信息。每年终了 15
日内报送全区国省道干线公路工程养护年度投资计划。 

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芝罘

管理部 
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全区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烟台保税港区

国税局、芝罘国

税局 

每月度终了后 15 日内报送分行业、分重点行业的企业所得税征收情况表、消费税征收情况表、增值税征收情

况表。每季度终了后 15 日内报送纳税人变更、登记、停业、注销信息；非正常户及非正常户注销纳税人认定

信息。 

信 
息 
报 
送 

市地税局保税

港区分局、市地

税局直属征收

局、市地税局芝

罘分局 

每月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城建税征收情况表分重点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情况表分行业、分重点企业；地方

税收附加征收信息；房产税征收情况表分行业、分重点企业；企业所得税征收情况表分行业、分重点企业；土

地增值税征收情况分重点企业；营业税征收情况表分重点税源单位；资源税征收情况表分重点企业。每季度终

了 15 日内报送非正常户及非正常户注销纳税人认定信息；纳税人变更、登记、停业、注销信息。每年度终了 15
日内报送分行业营业税征收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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