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人民防望

国家税务总局河薜

豫人防 匚⒛21〕 2号

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关于进一步明确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各省直管县 (市 )人 防办、税务局,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防办、税务局 :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府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

的有关要求,不 断提高征管效率,优 化缴费服务,根据财政部

《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

(财税 EzO⒛〕58号 )精神,平稳有序推进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工作,现就划转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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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转征收工作重点

(一 )划 转税务部门征收时间。

自zO21年 1月 1日 起,防 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划转税务部

门征收。⒛21年 1月 1日 前,人防部门已出具 《防空地下室易地

建设费缴费通知书》但未完成征收的,由 税务部门征收。

(二)税务部门征收方式。

缴费人根据人防部门核定的收费金额通过政务服务大厅、办

税服务厅或使用河南省电子税务局等渠道申报缴纳。

1.市级人防部门审批的项 目,缴 费人在该市辖区内已办理

税务登记的,向 其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未在该市辖区内办理

税务登记的,向 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县 (市 、区)级人防部门审批的项 目,缴 费人在该县

(市 、区)辖 区内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向 其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未在该县 (市 、区)辖 区内办理税务登记的,向 项目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自 然人缴费人,向 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4.提请法院强制执行的人防审批项 目,由 人防部 门出具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费通知书》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三 )其他征收事项。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划转后,防 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的征收依据、征收对象、征收范围、征收标准、征收分成、审核

确认、使用管理等仍按现行政策规定执行。罚没收入继续按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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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关规定执行。

二、部门职责分工

(一 )人防部门职责。

城市及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建民用建筑,必须依法同步建设防

空地下室。对确因条件限制不能同步配套建设防空地下室的,建

设单位应向建设项目所在地人防部门申请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

易地建设审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金额核定由人防部门

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出 具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费通知书》,

并同步将缴费信息传递税务部门。人防部门应对易地建设防空地

下室的项目竣工情况进行核实,确 认项目应补缴或应退还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金额,出 具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补缴通知

书》或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退费通知书》并将信息传递税务

部门。

(二)税务部门职责。

1.税务部门根据缴费人持有的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

费通知书》做好信息一致性审核,开具税收票证,确 保防空地下

室易地建设费及时缴库。

2.以 前年度应缴未缴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人 防部门

核定并出具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费通知书》后,税务部门

负责征缴入库。

3.资金入库后需要退库的,按照财政部门有关退库管理规

定办理,由 财政部门授权税务部门审核退库。具体由缴费人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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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门出具的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退费通知书》向税务部门

申请,税务部门按照相关退库管理规定办理。

4.税务部门应按照国家规定的预算科 目、预算级次办理费

款的缴库工作。

三、加强信息互联共享

为进一步优化缴费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人 防部门和税务部

门应密切配合,加强信息互通互联。人防部门应及时将防空地下

室易地建设费核定缴费信息传递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将缴费确认

信息传递人防部门,人 防部门办理后续相关手续。人防部门和税

务部门共同研发信息平台,加 强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享。

四、有关工作要求

(一 )提高思想认识。各级人防、税务部门要充分认识征收

职能划转工作的重要意义,统 一思想,加 强领导,采取有效措

施,确保划转工作顺利推进。

(二)加强宣传培训。各级人防、税务部门要加强防空地下

室易地建设费划转征收的宣传培训,定期举办业务培训班,使征

收人员熟知征管流程,建设单位熟知缴费程序,提升征缴质效。

(三 )密切沟通协调。各级人防、税务部门要紧密协作、充

分协商、相互支持,召 开联席会议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确 保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使用和管理工作依

法科学开展。个别地市出台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相关政策 ,

当地人防部门和税务部门审查政策的合规性后,可按照当地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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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征收。

附件:1, ×××人民防空办公室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费

通知书 (参考模板)

×××人民防空办公室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补缴

通知书 (参考模板)

×××人民防空办公室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退费

通知书 (参考模板)

(信息公开选项 :主动公开)

2.

3.

辶 。∴,丿

昏甲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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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人民防空办公室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费通知书

××人防征通字 匚  〕第

你单位建设或拆除的
“             ”

项

目,位于       ,总 建筑面积   亻 (其 中地上建筑

面积   亻,地下建筑面积   亻)。 该项 目应建防空地下

室   亻。根据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 (省 政府令

第  号)规定,同 意你单位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根据豫防办

匚2009〕 100号 文件规定,缴费标准为每平方米   元,应 征

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万元。请在接到本通知书后及时

向当地税务部门 (地址 : ,联 系电话 :

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纳到账后,请将缴费票据报我办办

理人防相关审批文件。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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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人民防空办公室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补缴通知书

××人防征通字 匚  〕第  号

你单位建设或拆除的
“ ”

项

目,位于       ,总 建筑面积   亻 (其 中地上建筑

面积   亻,地下建筑面积   亻)。 该项 目应建防空地下

室   亻。根据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 (省 政府令

第  号)规定 ,同 意你单位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经竣工验收

核实,根据豫防办 匚⒛09)100号 文件规定 ,缴费标准为每平方

米   元,应征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万元,已 缴

纳   万元,应补缴   万元。请在接到本通知书后及时向

当地税务部门 (地址 : ,联 系电话 : )缴

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防窆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纳到账后,请将缴费票据报我办办

理人防竣工核实认可文件。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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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人民防空办公室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退费通知书

××人防退通字 匚  〕第

你单位建设或拆除的
“             ”

项

目,位于       ,总 建筑面积   亻 (其 中地上建筑

面积   亻,地下建筑面积   亻)。 该项目应建防空地下

室   f。 根据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 (省 政府令

第  号)规定,同 意你单位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经竣工验收

核实,根据豫防办 匚⒛09〕 100号 文件规定,缴费标准为每平方

米   元,应征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万元,已 缴

纳   万元,应退费   万元。请在接到本通知书后及时向

当地税务部门 (地址 : ,联系电话 : )申

请办理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退费手续。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退费手续办理后,请将相关票据报我

办存档。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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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规划财务处 zO21年 1月 4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