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立枚出注lll益征IIt管理劉興J

(征求意兄稿 )

第一条 力逃一歩規疱四川省ゲ立枚出■ 1交 益征 1文管理,健仝

ゲ声資源有僕使用制度,筆伊国家ゲ声資源所有者収益,促逃ゲ

声資源保伊与合理dll用 ,依据 《四川省財IEX斤 四川省国上資源斤

中国人民銀行成都分行美子印友く四川省ゲ立枚出■牧益征牧管

理哲行亦法>的 邁知》(ノ |1財投 〔2017〕 205号 ),錆合我省ゲ声姿

源管理工作央昧,制定本如ス1。

第二条 通辻申清在先 (合仇地)方 式取得探ゲ枚后已特力釆

ゲ板的,女口己敷幼ゲ立枚介款完成有僕炎畳的,不再征牧釆ゲ枚

出■牧益;女口未数幼ゲ立枚介款未完成有僕丈畳的,皮 以ゲ山借

量功恣栓沢|力 基拙,接乗1余資源倍量以跡洪方式征 1交釆ゲ枚出■

1丈益,以 2017年 7月 1日 力乗1余借量借算基准日,井千 2019年 7

月 1日 前敷幼釆ゲ枚出■ 1交 益。尚未特力釆ゲ枚的,皮在釆ゲ杖

新立叶以llT洪 出■方式征 1丈釆ゲ枚出■1文 益。

第二条 通辻招林、拍実、桂牌、llT洪 出■等方式取得探ゲ杖 ,

已敷幼ゲ立枚介款完成有僕炎畳的,在探ゲ枚特力釆ゲ枚叶,不

再男行数幼釆ゲ枚出■ 1交 益。分期敷幼探ゲ枚出■牧益的,探ゲ

枚不能特釆ゲ枚且批准注硝的,乗1余探ゲ枚出■牧益不再敷幼。

第四条 已敷清介款的探ゲ枚,女口勘査区疱国内増夕1ゲ科或者

交更力其他ゲ科未完成有僕人三的,井在 2017年 7月 1日 前尚未



取得支1定ゲ区疱日批隻的,泣在釆ゲ枚新立叶,じヒ照llT洪 出速方

式,在釆ゲ枚除段征牧新増ゲ紳釆ゲ枚出■1文 益,変更力共他ゲ

紳的,祝力増ダllゲ科。

第五条 分期敷幼ゲ立枚出■牧益的ゲ立枚人,首期接敷費壇

知牟敷幼出■1文 益,乗1余部分接ゲ立杖出■合同釣定或ゲ立杖登

泥机美llL准 的分期方式数幼。以出■金額形式征 1史 的ゲ立杖出■

1文益超辻 500万元的,超辻 500万元部分可申清分期数幼,首次

敷幼じヒ例按分段定率方式碗定,首次数幼金額汁算方法女口下:

(一 )500万元くゲ立杖出■1文益く5000万元,首次敷幼金額

=500万元+(ゲ立枚出■収益-500万元)X首次敷幼じヒ例 (不低

千 50%);

(二 )ゲ立杖出■ 1交 益>5000万元,首次敷幼金額=500万元

+(5000万 元-500万元 )× 首次敷幼じヒ例 (不低千 50%)+(ゲ立

杖出■牧益-5000万元)X首次敷幼じヒ例 (不低千 30%)。

乗1余部分在首次頒友的釆ゲ杖汁可江有妓期或依据升友不1用

方案服券年限碗定的有妓期届満前一年分年度平均数幼。《四川省

ゲ立枚出■ 1文 益征 1史管理哲行亦法》(以 下筒称 《亦法》)印友前

(2017年 12月 1日 前 )llL准分期数幼的ゲ山企立,併接原規定数

納資金占用費。《亦法》印友后,たオ}ヒ准分期数幼的ゲ山企立不再

敷幼資金占用費。

“首次飯友的釆ゲ枚汗可江"足指接規定数幼了釆ゲ枚出■

1丈益后取得的釆ゲ杖汗可江。



第六条 申清分期数幼ゲ立板出■牧益的,鹿 当在ゲ立枚出■

牧益錆呆公告え日起 60日 内,由ゲ立枚人向ゲ立枚所在地去須ゲ

声資源主管部11提 出申清,井逐須扱ゲ立枚登泥机美llL准 。

(一 )申 清分期敷幼出■ 1交 益的,泣 当提交以下資料:ゲ立

杖人分期数幼出■ 1丈 益申清,申清需rll明 企立基本情況和接オ}ヒ准

的分期方式敷款承球 (蓋企立鮮章井提供咲系人和咲系方式 )。

(二 )下 rll情形,登泥机美格不予受理分期申清 :

(1)公告え曰起 60日 后提出分期数款申清的;

(2)已頷取或送迷敷費ミ知ギ,且敷款方式カー次性敷幼的。

第七条 省須ゲ声資源主管部11登泥的ゲ立枚,其 出■牧益由

ゲ立枚所在地的芸象ゲ庁資源主管部11久 責征牧。其中:ゲ立枚

疱曰跨行政区域的,由共同上象人民政府ゲ声資源主管部11指定

去須ゲ声資源主管部日負責征 1交。市 (州1)、 芸ゲ声資源主管部日

登泥管理的ゲ立枚,共出■収益由市 (州 )、 去ゲ声資源主管部日

久責征 1交。

各象ゲ声資源主管部11庄依法カロ張対ゲ立枚出■牧益的征牧

管理,合理+1定相泣的征牧管理流程,明碗関位責任。

第八条 省象ゲ声資源主管部11登泥管理的ゲ立枚出■牧益

実行斤♯税 1丈入 1丈敷管理系銃 (以 下筒称斤♯税牧費系筑 )図 上

常核,省 、市 (州 )、 去三須咲回、信息共享。省象常批ゲ立枚出

■牧益具体征牧流程女口下:

(一 )相 美立券丈在斤♯税 1交 費系統中接照工作取責及常核



流程久責対数費項目及数費金額逃行初常,財券炎隻核。隻核壇

辻后,斤 ♯税 1交 費系筑自功生成 “数費垣知ギ",省攻券服券中′む

国土資源斤宙口 (以下筒称 “宙口")負 責杵 “敷費逍知ギ"分派

rllゲ立枚所在地的市 (州 ),由 市 (州 )在♯税系筑代亦立券信息

中負責杵 “敷費邁知ギ"分派分ゲ立枚所在地芸象ゲ声資源主管

部11,芸鉄ゲ声資源主管部11在 3企工作曰内打印“敷費週知ギ"、

井カロ蓋本単位公章,ミ知ゲ立枚人 (或 受托人 )頷取。

(二 )ゲ立枚人 (或受托人 )在 10今工作国内未頷取 “敷費

ミ知ギ"的 ,由ゲ立枚所在地去象ゲ声資源主管部日宣接送迷或

公告送速。宣接送速ゲ立杖人 (或 受托人 )的 ,以答1文 日力1矢 rll

口,交接不市立倣好相美信息登泥。因故釆取公告送迷的,由ゲ

立板所在地芸須ゲ声資源主管部11在 当地媒体 (当 地IEA府 11声 回

靖或当地扱刊等 )予 以公告,公告期限力 60日 ,途期併不飯取的,

祝力自尽放奔ゲ立枚申清。

(三 )ゲ立枚人須在 “敷費邁知ギ"送速え曰起 7企工作日

内,接敷費ミ知事上的敷款金額杵ゲ立枚出■牧益敷入金庫。数

入金岸后,数款人泣荻取金岸的数款免据 (ヌF:“数款ギ"和 “金

庫曰扱表")原件。

(四 )ゲ立枚人需帯上ゲ立枚出■ 1文 益 “敷費逍知ギ"和人

民銀行 “数款ギ"及 “金庫曰扱表"原件rllゲ 立枚所在地芸象ゲ

声資源主管部日亦理核費等相美手数。ゲ並枚所在地芸須ゲ庁姿

源主管部日負責核実ゲ立枚出■1矢 益数款票据,井倣好合敗登泥



和票据ね描上侍、リヨ楷等工作。宙口負責対ね描上借的数款免据

逃行再次核実,核共元浜后亦理ゲ立枚江ギ由F寄或頷取手数。凡

未接規定数幼相美費用的,不得友放ゲ立枚江ギ。

(五 )ゲ立枚人未接規定数幼ゲ立枚出■牧益的,由 負責征

牧的ゲ声資源主管部11責今限期 30日 改正,停止探ゲ、米ゲ行力。

頷取或送迷 “敷費通知ギ"的第 8今工作曰起力滞幼え日,よ滞

幼え曰起毎日か 1文 千分え二的滞幼金,か牧的滞幼金鹿当不足ミ

欠敷金額本金,滞幼金接照 《四川省ゲ立枚出■牧益征牧管理哲

行亦法》的規定しヒ例就地敷入金岸,井在敷款ギ各注程中明碗カ

“滞幼金"。 超辻 30日 改正期限併未数清的,接照 《ゲ声資源勘

査区決登泥管理亦法》《ゲ声資源升釆登泥管理亦法》規定,由探

ゲ枚、釆ゲ枚登泥管理机美吊硝其勘査汁可江或釆ゲ汗可江,井

杵相美信′息納入企立減信系統。

第九条 各須財政部 11、 ゲ庁資源主管部11及其工作人員,存

在未接規定的預算象次和分成しヒ例格征牧至1的ゲ立枚出■牧益及

叶足額敷入国岸、濫用取枚、玩忽取守、狗私舞弊等辻法辻先行

力的,接照 《萩算法》俗 券員法》《行IEX監察法》《財IEXミ法行カ

炎蜀人分条の 《四川省♯税牧入征牧管理条例》等有美規定追充

相鹿責任;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美丈理。

第十条 本如ス1由 四川省国上資源斤和財政斤負責解粋。

第十一条 本如ス1自 友布え日起執行,有数期至 2019年 7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