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爱民区涉税信息任务分解明细表
序号 信息提供 项目部门|序号 提供涉税信息内容

01

财政部门

02 非税收入票据发放及使用信息
04 行政事业单位基建工程资金信息
06 财政贴息,补贴拨款信息
08 工资发放表
10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5 经资产监督管理局审批公开挂牌拍卖资产情况

05
民政部门

01
02 社会团体登记信息
04 欢养管理单位登记信息

07 法院 04 民事案件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成交信息

08
环保部门

01 已获得环评文件批复的企业名单
02 环保处罚信息
03 污染物排放信息

09

国土部门

01 矿权设定情况信息
04 采矿权出让审信息
05 采矿权交易信息
06 地籍信息
07 土地出让信息
08 土地单独转让信息
09 坡镇基准地价

09
国土部门

10 不动产登记信息
11 农用地转用信息

10

商务部门

01 招商信息
02 电子商务平台登记及交易信息
03 新办外资企业批准信息
04 软件出口合同登记信息

11
残联部门

0111.建议如自 残疾人安置信息
04 残疾人就业和职业培训信息

12
教育部门

04 知名学者,外籍专家,外国教师信息
05 校车行政许可信息
06 非营利组织信息

12 教育部门 07 特殊教育学校办学信息

13 住建部门

01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信息
02 房产租赁信息
03 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信息
04 房屋征收与补层信息
05 物业公司信息
06 房地产评估机构服务信息
07 维修基金拨付信息
08 建设用地规划可证信息
09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信息
12 建设工程建安造价信息
14 房屋征收与补偿政策性信息

14 国资部门
01 改组改制,兼并,破产企业信息
02 国有企业经营总收人信息

15 林业部门
02 木材运输证办理信息
03 工程项目投资建设信息

16 体育部门 01 体育比赛(演出)信息



17 文化部门
01 涉外,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信息
02 营业性演出票批

18 卫生部门
01 医疗机构登记信息
03 外籍医生来我市工作信息
04 非营利医疗机构信息

20 工信部门
01 企业投资技术改造项目备案
02 水泥用量及混凝土销售信息

21 水利部门

01 水利工程项目信息
03 河道,滩涂,水域管理收费信息
04 工业企业用水情况
05 地方水电管理信息
06 河沙企业销售信息

22 统计部门 03 房地产指标完成情况

23 人社部门
03 培训机构登记信息
104 医保结算信息

24 科技部门 06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信息

27 食药监育门
01 药品生产信息
02 药品生产企业处员信息

30 审计部门
01: 审计监督发现的违规违法涉税,涉费信息
02 建筑工程项目的审计报告

31 农业部门 02 农业工程项目信息

32 旅游部门
01 旅行社信息
02 旅游项目投资建设信息

35 物价部门 01 政府定价类产品价格信息

36 电力公司
01 建设工程项目
03 上网电量信息

37 消防部门 01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信息
37 消防部门 02 企业消防行政处罚信息

38 人防部门
01 人防工程经营管理信息
02 人防工程建设项目信息
03 人防工程备案信息

39 煤炭安全生产管理部门 01 融资性担 保 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信息
46 金融办 02 媒炭产量(煤炭生产)动态信息

50 森工部门
01 木材经营,加工单位信息
02 木材放行证办理信息
03 国有重点林区林权登记发证信息

51 质监部门 02 企业行政处员信息



附件2

爱民区涉税信息任务分解明细表
提供层级 提供方式 提供周期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省级实时联网,市县按月报送 按月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月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省级,市(地)级,具(区)级 实时联网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月
省级,市(地)级,具(区)级 定期报送 按月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零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月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省级、市(地)级、县K区)级 实时联网
省级、市(地)级,县K区)级 实时联网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年
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市(地)级,具(区)级 实时联网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年
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按月
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半年
省级、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月
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年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月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月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零
市(地)级,具(区)级 定期报送 按年
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1 按季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年

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年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月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月



省级,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月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月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市(地)级 实时联网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月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月
市(地)级,具(区)级 定期报送 按月

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月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年

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月
省级,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年

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季
直(地)级 实时联网
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月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年
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 实时联网
市(地)级 实时联网

省级、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年
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零

省级、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零

市(地)级,具(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季

省级、市(地)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月
县(区)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市(地)级,县(区)级 实时联网



附件2

爱民区涉税信息任务分解明细表
提供对应信息部门

财政收费票提监管中心
财政局法规税政科
财政局国际金*科

财政局国库收付中心
非员收入管理局

财政局行政事业资产监督管理科
民政局
民政局
民改局

市中级法院各城区法院
环保局
环保局
环保局
国土局
国土局
国土局
国士局
国土局
国土局
国土局
国土局
国土局
经合局
商务局
商务局
商务局
残联
列联

教育局
教育局
教育局
教育局
房产局
房产局
房产局
房产局
房产局
房产局
房产局
规划局
规划局

城乡建设局

国资办
国资办
林业局
林业局
体育局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卫计委
卫计委
卫计委
工信委
工信委
水务局
水务局
水务局
水务局
水务局
统计局

人力资源培训中心
社会医疗保险局

科技局
食药监局
食药监局
审计局
审计局:

农业委员会
旅游委
旅游委
物价局

杜丹江市供电公司
牡丹江市供电公司

公安消防支队
公安消防支队

人防办
人防办
人防办

金融服务局
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

质监局



附件2：

爱民区涉税信息任务分解明细表

部门
序号

信息提供部门 项目序号 提供涉税信息内容 提供层级 提供方式 提供周期 对应信息部门

01 财政部门

04 行政事业单位基建工程资金信息 省级、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月

财政局

05 政府采购信息 省级、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月

06 财政贴息、补贴拨款信息 省级、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月

08 工资发放表 省级、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月

05 民政部门

01 民办非企业登记信息 省级、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月

民政局

02 社会团体登记信息 省级、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月

07
法院

03 涉税案件执行信息 省级、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季

法院

04 民事案件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成交信息 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月

10 商务部门 01 招商信息 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季 经合局

12 教育部门

01 公办学校办学信息 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季

教育局

04 知名学者、外籍专家、外国教师信息 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年



13 住建部门

04 房屋征收与补偿信息 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征收办

07 维修基金拨付信息 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季 住建局

14 国资部门

01 改组改制、兼并、破产企业信息 省级、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季

财政局

02 国有企业经营总收入信息 省级、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季

17 文化部门 02 营业性演出审批信息 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月 文旅局

18 卫生部门 01 医疗机构登记信息 省级、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卫健局

20 工信部门 01 企业投资技术改造项目备案 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工科局

30 审计部门

01 审计监督发现的违规违法涉税、涉费信息 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审计局

02 建筑工程项目的审计报告 省级、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季

31 农业部门

02 农业工程项目信息 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季

农业局

06 规模化禽畜养殖业信息 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季

37 消防部门 02 企业消防行政处罚信息 市(地)级（含所属区）、县级 定期报送 按季 消防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