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7 年第 6 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 2017 年
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公告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放管服”改革涉及的
税务部门规章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税总办发
〔2017〕65 号）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规章规范
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
（豫政办明电〔2017〕86 号）要求，我
局对 2017 年 9 月 10 日前出台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
现将清理结果予以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1.河南省地方税务局现行有效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
录（42 项）
2.河南省地方税务局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收规范

性文件目录(43 项)
3.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全文废止或失效的税收规范性
文件目录（122 项）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2017 年 9 月 26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分送：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地方税务局，省局直属各单位。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办公室

附件 1

2017 年 9 月 26 日印发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现行有效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规范性文件名称
河南省税务局关于对发放给农户的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征
免印花税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税务局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对单位和个人领受
的工商营业执照缴纳印花税问题的函
河南省税务局 河南省土地管理局关于共同做好土地使用证印
花税征收工作的通知
河南省税务局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税务局 河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做好技术合同征收
印花税工作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企业资产评估增值部分征收印花税、房
产税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河南省土地管理局关于土地增值税有关

河南省建设厅关于土地增值税有关征管

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转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代扣代缴
管理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部分资源税应税产品税目注释》
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认定收购未税矿产
品的个体户为资源税扣缴义务人的批复》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资源税代扣代缴管理工作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印花税核定征收管理办
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建筑业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河南省财政厅转发关于具备房屋功能的地
下建筑征收房产税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全
员全额扣缴申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

发文时间

豫税地〔1989〕24号

1989-5-4

豫税地〔1989〕39号

1989-6-9

豫税地〔1989〕77号

1989-9-14

豫税地〔1989〕129号

1989-12-1

豫税地〔1990〕75号

1990-10-30

豫地税函发〔1995〕42
号

征管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发文字号

1995-3-24

豫地税发〔1997〕227号

1997-10-9

豫地税发〔1997〕235号

1997-11-17

豫地税发〔1998〕127号

1998-6-7

豫地税发〔1999〕079号

1999-6-4

豫地税函〔2000〕166号

2000-10-17

豫地税函〔2002〕189号

2002-12-23

豫地税发〔2005〕43号

2005-5-11

豫地税发〔2005〕91号

2005-6-28

豫地税发〔2006〕26号

2006-3-20

豫地税函〔2006〕130号

2006-4-19

豫地税发〔2008〕89号

2008-5-23

一步加强土地税收管理工作 的通知
18
19
20

21

22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土地增值税清算管

豫地税函〔2009〕188号

2009-6-12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资源税管理证明》管理的通知

豫地税函〔2009〕377号

2009-11-24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加强房地产行业企业所得税和土地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理规程》的通知

增值税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取消停业和复业办理税务登记核准程
序问题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车船减免车船税
事宜的公告

23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启用新版税收票证的公告

24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契税纳税期限的公告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
(试行)》的公告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发布《船舶车船税
委托代征管理办法》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税收减免管理实施办法》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部分报批类土地增值税减免税项
目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税管理事项
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废止《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契税和耕地占
用税减免管理办法（试行）》部分内容的公告

2011年第9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2年第6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3年第1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3年第4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3年第5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4年第13号
豫财税政〔2015〕22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5年第3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5年第4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5年第9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5年第8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5年第10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契税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

豫地税发〔2016〕16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启用财产和行为税统一纳税申报表的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施行办税人员实名办税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铝土矿和耐火粘土资源税实行委托
代征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地方教育附加免于零申报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2016年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
的公告

2016年第2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6年第3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6年第7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6年第8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6年第9号

2011-11-11

2012-11-29

2013-6-4

2013-11-15

2013-12-2

2014-9-18

2015-6-3

2015-8-11

2015-9-29

2015-12-2

2015-12-2

2015-12-2
2016-2-24
2016-3-22

2016-4-19

2016-5-31

2016-7-20

2016-8-17

38

39

40

41

42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取消五项无谓证明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修订《河南省车船税代收代缴管理办
法》部分条款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修订《河南省地方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
审理实施办法》及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标准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率、核定征收率的
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问题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6年第10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7年第1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7年第2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7年第3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7年第4号

2016-9-23

2017-4-19

2017-7-7

2017-8-16

2017-9-6

附件 2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河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房产税、

1

车船使用税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

发文字号
〔87〕税政二字24
号

定》的通知
河南省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局
2

《关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几个业务

〔87〕税政地字4
号

问题的解释与规定》的通知
3

河南省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局《关于

豫税地〔1989〕5

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号

河南省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局《关于
4

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

豫税地〔1989〕55
号

行规定》的通知
河南省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局《关于
5

对煤炭企业用地征免土地使用税问题

豫税地〔1989〕92
号

的规定》的通知

6

7

河南省税务局关于做好地方铁路货运

豫税发〔1991〕7

凭证征收印花税工作的通知

河南省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土地使用

号

豫税函发〔1992〕

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12号

发文时间

1987-3-11

1987-7-15

废止或失效内容
有关车船使用税内容及第十九条废
止。

有关车船使用税内容及第5至10条
废止。

1989-7-18

第一条、第三条废止。

1989-7-18

第5条废止。

1989-10-20

第2条废止。

国税发〔2004〕15号第一条"加盖印
1991-1-21

花税代扣专用章"及"印花税额……
计算到分"内容废止，第三条失效。
第五条中“可按规定征收营业税。凡

1992-1-22

不在房产税开征范围内的房屋租金
收入，仍一律征收营业税。”废止。
第二条第1项、第二条第2项中

8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个人所得税几

豫地税发〔1994〕

个业务政策问题的通知

75号

1994-12-29

“（100/人，月）”、第二条第4项
“（40元/月，人）”废止、第三、
七、八条失效。

9

10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
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豫地税发〔1995〕
147号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

关于土地增值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豫地税发〔1995〕
167号

第一条第2项中“经省地税局批
1995-8-24

准”，根据豫地税函〔1999〕217号，
改为由市级税务机关审核批准。

1995-9-27

第四项关于预征土地增值税规定
废止。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
11

于印发《广告市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

豫地税发〔1996〕
149号

暂行办法》的通知
12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重申军工企业缴

豫地税函〔1996〕

纳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

113号

1996-10-3

1996-10-10

第二款中“次月七日内”废止，按
照“次月十五日内”执行。

第一条废止。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一项第

13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营业税、资源税、 豫地税发〔1997〕
土地增值税若干征税问题的通知

第160号

二目，第三项“凡不能准确核算扣
1997-7-24

减项目和增值额的，不得享受普通
标准住宅减免税优惠”废止、第七
项废止。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
14

《关于个人从事医疗服务活动征收个人

“结合我省情况，个体工商户企业
豫地税发〔1997〕
255号

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地
15

方税务局印花税规范化管理暂行办法》

16

方税务局房屋租赁业个体税收征收管理

的费用扣除标准按豫地税发
〔1997〕250号文件的规定执行”
废止。

豫地税发〔1999〕
2号

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地

1997-12-15

豫地税发〔1999〕
092号

暂行办法》的通知

1999-1-6

第十六条第三款、第十七条第二
款、第二十二条废止。
第十条中“次月七日内”；第十一

1999-7-14

条中“月度终了后7日内”均废
止，按照“次月十五日内”执行。
第一条中“由基层税务机关上报

17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

豫地税函〔1999〕

问题的通知

217号

1999-12-21

县(市、区)级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
准后”改为向“县(市、区)级主管
税务机关备案后”、第四条失效。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
18

第四条中“企业从业人员的工资

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豫地税发〔2000〕

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

212号

2000-10-30

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行
19

政事业单位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

20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营业税
资源税若干政策业务问题的通知

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按照豫地税发
〔1997〕250号文件第五条的规定
执行。”废止、附件2、3、4失效。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第五
豫地税发〔2000〕
226号

2000-11-27

条第三款废止，第八条中“次月七
日内”废止，按照“次月十五日
内”执行

豫地税函〔2001〕
175号

2001-9-10

第一条、第二条营业税政策部分废
止。

21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土地增值税
管理工作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

22

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
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

23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地
方税务局房产税管理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

24

于印发集贸市场税收分类管理办法的通
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省财政厅 省建设厅

25

转发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建设部关于
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地

26

方税务局房地产开发企业城镇土地使用
税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

27

于个人住房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

豫地税函〔2004〕
125号

豫地税函〔2005〕
10号

豫地税发〔2005〕
39号
豫地税函〔2005〕
65号

豫地税函〔2005〕
102号

豫地税发〔2006〕
84号

豫地税函〔2006〕
215号

第三条“对土地增值税采取查账
2004-6-14

征收和核定征收相结合方式”废
止。

2005-2-23

第二款失效。

2005-4-25

第七章废止。

2005-4-27

第二条废止

2005-6-9

营业税及发票内容废止。

2006-6-16

第三条废止；第四条失效 。

2006-7-31

第二条废止。

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第一项中
“凡不能准确计算扣除项目和增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
28

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豫地税函〔2007〕
16号

值额的，不得享受普通标准住宅减
2007-1-30

免税税收优惠政策”废止，第四
条，第五条第一项中规定的核定征
收率废止；第五条第二项，第六条
第三项废止。

29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缴
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豫地税函〔2008〕
128号

2008-4-23

第二、三、四项失效。
第三条中“报省辖市地方税务局
批准”废止。第七条第一项中“凡
是发生退税的，报省辖市地方税务
局审核”废止。第九条中“同时，

30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土地增值税
若干政策的通知

豫地税发〔2010〕
28号

2010-3-15

对本《通知》下发前，按原预征率
或核定征收率征收的税款，一律改
按本《通知》规定的预征率征收税
款，已缴纳的税款多退（抵）少补”
废止。第二条废止，第五条“核定
征收率”调整。

第一条“核定征收率”调整，第三

31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关于土地增值税

豫地税函〔2010〕

清算有关问题的通知

202号

条中“在土地增值税清算时无法
2010-6-24

准确进行清算的，按照普通住宅2%
核定征收土地增税”及第五条第
一段内容废止。

32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进一步支持

河南省地方税务

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相关税收政策

局公告2011年第4

的公告

2011-5-17

号

第一条“营业税”及第二条“企
业所得税”部分第四款失效。
第一条第三项废止、第一条第四项

33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增值税
核定征收率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中遇到的土

河南省地方税务
局公告2011年第

2011-11-8

10号

地转让项目，无法计算扣除项目
的，报省辖市局批准后可按核定征
收方式，按7%的核定征收率征收土
地增值税”的程序规定废止。

34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河南省车
船税代收代缴管理办法》的公告

第十六条修改为“负有扣缴义务

河南省地方税务
局公告2012年第1

2012-1-31

号

的保险机构代收的车船税款，由保
险机构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解缴。”
涉及的土地使用税减免内容废止、
第九条第一项“（一）政策性减免
税纳税人申请财产行为税政策性

35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河南省地

河南省地方税务

方税务局财产行为税减免管理办法（暂

局公告2012年第3

行）》的公告

号

减免，单一税种年减免税额在50
2012-6-6

万元以下的（含50万元）
，由县
（市）
、区地方税务局审批；50万
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含200
万元）
，由省辖市地方税务局审批；
200万元以上的，由省地方税务局
审批。”

36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河南省地

河南省地方税务

方税务局个体工商户税收管理办法（暂

局公告2012年第4

行）》的公告

37

38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个体工商户申报
纳税等有关问题的公告

39

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
局公告2014年第2

河南省地方税务

方税务局契税和耕地占用税减免管理办

局公告2014年第9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对2013年度
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公告

2014-1-29

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河南省地

法（试行）》的公告

2012-8-16

2014-4-18

号

关于停业和复业办理税务登记核
准程序内容废止。

第一条第一款和第四条第三款关
于营业税的表述取消。

第十条及附件1相关内容予以废
止。

河南省地方税务
局公告2014年第
10号

2014-4-24

附件1、2废止。

第六条废止，第七条增加“（十二）
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
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
（十三）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
用、收回的房地产；是指因城市实
施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被政府
批准征用的房产或收回的土地使
用权。因城市实施规划、国家建设

40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土地增值
税减免税管理实施办法》的公告

需要而搬迁，纳税人自行转让原房

河南省地方税务
局公告2014年第

2014-5-19

12号

地产；
（十四）因“城市实施规划”
而搬迁，是指旧城改造或因企业污
染、扰民（指产生过量废气、废水、
废渣和噪音，使城市居民生活受到
一定危害）
，而由政府或政府有关
部门根据已审批通过的城市规划
确定进行搬迁的情况。因“国家建
设的需要”而搬迁，是指因实施国
务院、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
部门批准的建设项目而进行搬迁
的情况。”条款。

41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河南省地

河南省地方税务

税系统行政处罚案件预先审核办法(试

局公告2014年第

行)》等三项制度的公告

14号

结合简政放权及金税三期系统要
2014-11-6

求，废止附件1《 河南省地税系统
行政处罚案件预先审核办法(试
行)》，附件2、附件3继续有效。
将《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七条中

42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重大税务
案件审理实施办法》的公告

的“政策法规部门”修改为“法

河南省地方税务
局公告2015年第6

2015-11-19

号

制监督部门”；在《实施办法》第
五条中增加“风险管理部门”作
为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删除《实
施办法》第六条第二项内容。
将第三条第二项中的“报省地税
局”修改为“报主管税务机关”；

43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地方铁路系统企

豫地税函〔2006〕

业征免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通知

366号

2006-12-30

删除“省局也将定期对全省符合免
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条件的
地方铁路运输企业进行认定审核”
的内容。

附件 3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全文废止或失效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规范性文件名称
河南省税务局关于转发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问
题的通知
河南省税务局关于部分应税矿产品资源税定额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财政厅、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独立矿
山铁矿石资源税减按规定税额60％征收的通知》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油天然气
资源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流转税、资源税法
规中“主管税务机关征收机关”名称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代扣
代缴暂行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纳税
暂行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问题的通
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河南省文化厅转发文化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印发《演出市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文字号

发文时间

〔85〕税政二字20号

1985-4-15

豫税发〔1994〕42号

1994-2-28

豫税发〔1994〕143号

1994-7-1

豫地税发〔1994〕55号

1994-11-30

豫地税函发〔1995〕35号

1995-3-14

豫地税发〔1995〕80号

1995-4-27

豫地税发〔1995〕93号

1995-6-8

豫地税发〔1995〕94号

1995-6-12

豫地税函〔1996〕012号

1996-1-12

10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开征部分矿产品资源税的通知

豫地税发〔1996〕029号

1996-3-19

11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营业税若干业务问题的通知

豫地税函〔1996〕005号

1996-7-24

12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申请减免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豫地税发〔1996〕163号

1996-11-5

豫地税函〔1996〕142号

1996-12-20

豫地税发〔1997〕029号

1997-2-15

豫地税发〔1997）208号

1997-10-7

豫地税发〔1997〕250号

1997-12-8

13

14

15
16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手工回收煤炭征收资
源税问题的批复》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个人所得税纳税举报制度》
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资源税减免税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个体工商户计征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补充通知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河南省资源税代扣代缴管理办法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税几个应税产
品范围问题的解答》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几种非金属矿产品征收资源税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桐柏银矿、卢氏锑矿资源税单位税额的
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洛玻集团硅砂公司资源税纳税地点的
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
专项检查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营业税、资源税若干业务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泥灰岩、水泥粘土、白垩、矿泉水等非金
属矿产品征收资源税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总局关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新开办
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险种免征营业税的通知》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小浪底水利工程建筑用石料资源税有关问
题的批复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地方税务局个人行医个人所得
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外商投资企业、外
国企业和外籍个人纳税申报审核评税操作规程》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

农业发展银行营业税先征后返政策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

30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停止执行中国

共中央

豫地税函〔1997〕188号

1997-12-29

豫地税函〔1998〕014号

1998-2-5

豫地税发（1998〕079号

1998-4-3

豫地税发〔1998〕080号

1998-4-3

豫地税发〔1998〕186号

1998-8-10

豫地税函〔1998〕141号

1998-8-10

豫地税函〔1998〕165号

1998-9-28

豫地税发〔1999〕032号

1999-4-8

豫地税函〔1999〕072号

1999-5-11

豫地税函〔1999〕117号

1999-6-29

豫地税发〔1999〕085号

1999-6-29

豫地税发〔1999〕104号

1999-8-5

豫地税函〔1999〕154号

1999-9-6

豫地税函〔1999〕205号

1999-11-30

豫地税函〔2000〕062号

2000-4-21

豫地税函〔2000〕097号

2000-6-21

豫地税函〔2000〕180号

2000-11-19

豫地税发〔2000〕225号

2000-11-27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

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 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的决

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31

32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小浪底水利枢
纽工程矿产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因解除劳
动合同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

33

3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中介机构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
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35

36

37

38

39
40
41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铁路工附业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银行代发行国债手续费收入征收营业税
执行时间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所得征收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教育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发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
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橄榄岩非金属矿产品征收资源税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农网改造工程设备和材料划分问题的
通知

豫地税函〔2000〕205号

2000-12-25

豫地税函〔2001〕28号

2001-3-1

豫地税发〔2001〕179号

2001-9-4

豫地税函〔2001〕173号

2001-9-10

豫地税函〔2001〕204号

2001-10-23

豫地税发〔2002〕281号

2002-12-26

豫地税发〔2003〕286号

2003-12-29

42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旅游业营业税管理办法的通知

豫地税发〔2003〕285号

2003-12-29

43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代理业营业税管理办法的通知

豫地税发〔2003〕287号

2003-12-29

豫地税函〔2004〕32号

2004-3-18

豫地税函〔2004〕158号

2004-6-23

44

45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106国道滑县段改造过程中所需筑路用粘
土征收资源税问题的批复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钾长石非金属矿产品征收资源税问题请
示的批复

46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西霞院工程资源税问题的批复

豫地税函〔2004〕161号

2004-6-23

47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

豫地税函〔2004〕202号

2004-7-22

豫地税函〔2004〕227号

2004-8-30

豫地税发〔2004〕237号

2004-9-15

豫地税函〔2004〕315号

2004-11-16

豫地税函〔2005〕14号

2005-2-16

豫地税发〔2005〕16号

2005-2-16

豫地税函〔2005〕130号

2005-7-1

48
49
50

51

52

53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部分行
政审批项目取消后加强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农村信用社营业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和规范税务机关代
开普通发票工作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安装工程设备与材料的划分意见的通
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地方税务局销售不动产营业税
管理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五扩权县（市）税收征管问题的
通知

54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税务案件检查取证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地税发〔2005〕121号

2005-8-5

55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铁矿石资源税税额标准问题的批复

豫地税函〔2005〕175号

2005-8-24

豫地税函〔2005〕197号

2005-9-7

56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未达增值税营业税
起征点的个体工商户税收征收管理的通知

57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旅游业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豫地税函〔2005〕248号

2005-11-8

58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明确资源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豫地税发〔2005〕186号

2005-12-21

豫地税函〔2006〕19号

2006-1-24

豫地税函〔2006〕26号

2006-2-9

豫地税函〔2006〕63号

2006-3-3

豫地税发〔2006〕90号

2006-7-3

豫地税函〔2007〕34号

2007-2-8

豫地税函〔2007〕41号

2007-2-12

豫地税函〔2007〕51号

2007-3-8

豫地税函〔2007〕64号

2007-3-26

豫地税函〔2007〕179号

2007-5-29

豫地税函〔2007〕189号

2007-6-11

豫地税函〔2007〕236号

2007-6-27

豫地税发〔2007〕91号

2007-7-30

豫地税函〔2007〕290号

2007-8-14

豫地税发〔2007〕106号

2007-9-13

豫地税函〔2008〕99号

2008-3-31

豫地税发〔2008〕118号

2008-6-16

豫地税发〔2008〕117号

2008-6-18

豫地税函〔2008〕295号

2008-10-21

豫地税发〔2009〕34号

2009-2-25

59

60

61

62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钼矿石等品
目资源税政策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变更为个
体经营户是否享受个人所得税再就业优惠政策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纳税人纳税
申报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地方税务局饮食业营业税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管

63

理办法》
《关于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
于印发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征收管理文书的通知》的通知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不动产、建筑业营
业税项目管理及发票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调整盐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调整焦煤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外籍个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
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贯彻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调整住房供应
结构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营业税纳税申报表内容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已失效或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
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铅锌矿石等
税目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发票印制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快递业务税收有关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国家税务局为小规模纳
税人代开发票代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有关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页岩非金属矿产品征收资源税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硅藻土、珍珠
岩、磷矿石和玉石等资源税税额标准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企业所得税优惠管理问题的通知

78
79
80
81

82

83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焦煤资源税管理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
理问题的补充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铝土矿资源税征收管理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王屋山露天铁矿石资源税税额标准问题的
批复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实施办法（试
行）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高速公路税收管理的通
知

豫地税函〔2009〕160号

2009-5-15

豫地税函〔2009〕203号

2009-6-23

豫地税函〔2009〕229号

2009-7-7

豫地税函〔2009〕386号

2009-12-8

豫地税发〔2009〕181号

2009-12-11

豫地税发〔2009〕190号

2009-12-24

84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做好煤炭检验鉴定工作的通知

豫地税函〔2010〕68号

2010-3-10

85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普通发票换版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豫地税发〔2010〕36号

2010-3-25

豫地税函〔2010〕122号

2010-4-19

豫地税发〔2010〕112号

2010-6-10

豫地税函〔2010〕216号

2010-7-12

豫地税发〔2010〕138号

2010-7-20

豫地税函〔2010〕270号

2010-8-30

豫地税发〔2010〕177号

2010-11-29

86

87

88
89
90

91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对水利工程水费等应税行为税收管理
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2010年版普通发票样本及做好发票换
版工作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耐火粘土和
萤石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新版普通发票价格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
知

92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委托代征税款管理办法》的公告

93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建筑业营业税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

94

95

96

97

98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河南省农业发展银行等营业税纳税地
点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2011年启用新版发票后各票种暂行使用范
围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稀土资源税
税额标准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财产行为税减免有关问题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完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有关事
项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0年第2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0年第3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0年第4号

2010-11-30

2010-12-21

2010-12-21

豫地税发〔2010〕210号

2010-12-27

豫地税函〔2011〕126号

2011-4-11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1年第5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1年第6号

2011-6-21

2011-6-23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河南省地税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试行）》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地税系统税务行政执法案卷若
干规范》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铝土、耐火粘土资源税代征工作
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减免车船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锡矿石等资
源税适用税率标准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碳质白云母片岩非金属矿产品征收资源
税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增加发票种类及调整部分发票联次版式的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1年第8号
豫地税发〔2011〕166 号

2011-11-1

2011-12-16

豫地税函〔2012〕12号

2012-1-16

豫地税函〔2012〕15号

2012-1-20

豫地税函〔2012〕56号

2012-2-17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2年第2号

2012-5-14

豫地税发〔2012〕55号

2012-5-29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继续做好焦煤资源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

豫地税函〔2012〕294号

2012-8-31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契税和耕地占用税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通知

减免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营业税有关减免税
管理问题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关于对霞石正长岩非金属矿产品征收资源税的公
告

2012年第5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3年第2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3年第3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发票管理的通知

豫地税发〔2013〕84号

关于修改《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财产行为税减免管理办法（暂行）》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发票管理办法》的
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地方税务局代开发票管理办
法》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河南省地方税务局普通发票真伪鉴定
管理办法》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延期缴纳税款审批
管理办法》的公告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非行政许可营业税减免审批权限的公
告

117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取消百元版通用定额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

118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钾长石非金属矿产品征收资源税的公告

119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铝土、耐火粘土资源税代征工作的通知

2014年第1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4年第4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4年第5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4年第6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4年第3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4年第8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4年第7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4年第11号
豫地税函〔2014〕379号

2012-9-27

2013-8-28

2013-9-2
2013-9-12
2014-1-27

2014-1-29

2014-1-29

2014-1-29

2014-1-29

2014-3-8

2014-3-17

2014-4-30
2014-12-12

120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第一批行政处罚权力清单的公告

121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标准的的公告

122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代销单位代销手续费收
入有关税收征管事项的通知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5年第1号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5年第7号
豫地税函〔2016〕2号

2015-3-16

2015-11-19

20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