⒛21〕 31号
宛政办 〔

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明确南阳市中心城区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征收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卧龙 区、宛城 区人 民政府 ,城 乡一体化示范 区、 高新 区、 鸭河 工
区、官庄 工 区、卧龙综合保税 岷管委会 ,市 人 民政府有关部 门

: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简 牝审批程序,提 高工作效率,经
/`
彡

市政府第 仰 次常务会议 研 究 ,决 定对城 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 (以
下简称城市配套费 )冖 征 收管理有关 工 作进 一 步 明确 ,现 通知如
下

:

-、 明确城市配套费征收范围和主体

·

凡在本 市 中心城 区 (以 南阳市 国土 空间规 划界定 为准 )新
建、扩建和改建建设项 目 (含 临时建设项 目)的 单位和个人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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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 照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修订后的南阳市城市基 础设施
⒛12〕 “ 号 )有 关规定缴
配套 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宛 政 〔
纳城市配套费。市财政局为城市配套费征收主体 ,即 旧起负责城
市配套 费的具体征收。
二 、明确城市配套费征收程序
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办理 《建 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 时,应 签订
《南阳市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承诺书》 (一 式三份 ),并 持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 的城市配套 费缴费计算表 ,到 市财政局开
具 《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专用缴款通知书》,在 《建设 工程规划
许可证》 核发后 一个月 内到指定银行按核定数额足额缴纳城市配
套费 ,指 定银行开具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
建设单位或个人在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核发 一个月后未
足额缴纳城市配套费的,将 承担失信后果 ,由 市财政局 函告市住
建、 自然资源规划、城管、发展 改革、生态环境、应急管理、人
防、电力、供水等相关部 门,按 照职 责分 工对建设单位或个人 的
失信行为依法依规加强监督管理 ,采 取有效措施督促缴纳。市、
}应

区住建、 自然资源规划、城管、
'扬

监督、工程安全监 督、

急管理 等部 门在进行 工程质量

尘治理、综合执法、运输、安全生产 监

督、消防验收、人 防建设、供 电、供水、办理规划核实和不动产
手续等工作 时,要 及时查验建设项 目城市配套费缴费票据或缴款
通知 书等资料 9对 未及 时足额缴纳城市配套费的9按 相关规定处
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要协调行 业主 管部 门”对未按 时限足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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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城市配套费的,按 照信 用分级分类管理。市财政局要协调相
关部门 ,加 大催 缴力度 ,对 拒不按照规定 缴纳城市配套费的,依
法 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政府各相关职能部 门要 按照本通知规定 ,履 行好部 门职责

,

做好工作节点的审核把关 ,对 相关部 门和 单位未认真履行职责、
采取措施不力造成城 市配套费应缴未缴的,将 追究有关工作人 员
责任。
三 、明确城市配套费减免程序
(一 )凡 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共 中央、国务院或财 政

部关于减征、免征城 市配套 费政策规定 的项 目 (包 括 公益 类项
目),一 律全 额缴纳城市配套费。
(二 )对 符合政策规定可以减征、免征城 市配套费的建设项

⒛12〕 sg号 文件等有关规定 ,由 建设单位或个人
目,按 照宛政 〔
提 出减征、免征城 市配套 费 申请 ,并 附有关材料报 市财政局 审
核。审核后 ,符 合减征城 市配套费的建设项 目,市 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依据市财政局审核意见出具城 市配套费缴费计算表 ,建 设单
位或个人参照全额缴纳城市配套费程序办理缴费手续 ;符 合免征
城市配套费的建设项 目,'市 财政局直接开具 《河南省政府非税收
入专用缴款通知书》,缴 费金额核定为零 ,不 再开具河南省政府
非税收入票据。

·

四、明确工业项目城市配套费征收标准
工业项 目城市配套费征收以审批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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冫

(一 )工 业项 目地 上建筑部分征收标准

:

工 业项 目配套行政 办公、生活服务设 施用房 ,根 据规划建筑
面积 ,按 ω 元/平 方米征 收

;

工 业项 目除配套行政 办公、生活服务 设施用房外 的生产类用
房 、科研设施用房 ,根 据规划 建筑 面积 ,一 层按 硐 元/平 方米、
二层按 ⒛ 元/平 方米征 收 ,三 层及以上免征城市配套费。
(二

)工 业项 目地下建筑部分征收标准

:

工 业项 目地下建筑部分根据 规划建 筑面 积 ,按 ⒛ 元/平 方米
征 收。
(三

)物 流仓储类项 目参 照本标准执行 。

本 通知 自下发之 日起施行 。市政府 以前发 布的关 于城市配套
费征收的其他相关规定 ,与 本 通知不一致的 ,按 本通知执行 。

主办 :市 财政局

督办 :市 政府办公室二科

抄送 :市 委办,市 人大办,市 政协办,军 分 区,市 法院,市 检察院。
⒛ 21年 9月 2日 印 发
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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