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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财财　　　　　　　　　政政政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实现财政总收入１４６４１６１万元，占

人代会预算的１０１．０％，同比增收１７３１７７万元、增长

１３．４％，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６０１３１８万元，占人代会预

算的１００．２％，同比增收６５３０６万元、增长１２．２％。全年

财政总支出１４４８９３２万元，同比增长１９．２％，其中公共财

政预算支出８３４８５８万元，同比增长１７．４％。市财政局被

评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省文明单位，全省“中央财政支农资

金整合及改革创新”先进单位、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绩效

考评优秀单位、农财系统构建“四位一体”财政支农管理体

系考核先进单位、政法经费保障绩效考核优秀单位、行政

政法管理工作先进单位、会计监督检查工作先进单位、财

政信息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南通市文明单位、

财政总决算工作先进单位、部门决算工作先进单位、乡镇

财政决算编报工作先进单位。吴窑财政所“梦甜爱心团

队”被评为市第六届“爱心团队”。

组织收入　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总量位居全省县

（市）第九位。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完成５０１５９５

万元，同比增长１２．１７％；税收占比８３．４％，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０．９个百分点。

预算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规范部门预算支出行为，

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效益性。从严

从紧控制预算追加，结合单位收入组织情况，改进部分单

位财政保障办法。不断探索完善部门预算绩效评价体系，

调整充实专家评委库，完善指标库，扩大评价范围，强化结

果运用。总体绩效评审市民政局、机关事务局、环保局和

教育局４个部门２０１４年预算，预算压降率２８．８％。１０

月，出台《如皋市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皋政办发〔２０１３〕

１００号），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１１月，制订出台《如皋市

委托中介机构参与绩效评价工作操作规程》（皋财规

〔２０１３〕４号）。在全省政法经费保障绩效考核中，如皋市

连续第四年被省财政厅表彰为县级优秀单位。

国库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拓宽分析广度和深度，努

力提高预算执行分析质量。升级改造财政国库支付系统，

完善分月用款计划管理，基本支出按预算序时安排，项目

支出网上申报实现全覆盖。全年办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

６９８５０笔，支付资金１２８．４２亿元。积极盘活财政间隙资

金，努力追求资金效益最大化。成功推进长江镇（如皋港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区财政集中支付改革。７月，

下发《关于实施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通

知》，进一步加强公务支出管理，明确和规范公务卡结算

项目。

社会保障　年内，市财政提高保障标准，农民基础养

老金提高到８０元／人·月，拨付资金２．６亿元；新农合财

政补贴标准提高到２８０元／人·年，拨付资金２．８８亿元。

全年累计发放城乡居民养老金３．３亿元、城乡低保救助资

金６９００万元、“五保”供养２２７０万元。完善新农合大病医

疗政策，扩大大病补助种类。实施基本药物零差价制度，

拨付资金９９６７万元。扎实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拨付资金３１４９万元。积极筹集资金，拨付城乡困难群众

医疗救助资金２４５６万元，投入８０７万元推进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投入７３７万元支持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改造提

升工程。实施“爱心惠民保平安”工程，惠及６０周岁以上

困难老人近２万人。拨付就业再就业资金２５６１万元，补

贴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险、公益性岗位、小额贷款贴息

等。出台《如皋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皋财规〔２０１３〕１号）、《如皋市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皋财规〔２０１３〕２号）、《如皋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资金管理办法》（皋财规〔２０１３〕３号），规范社保资金

运行。进一步完善财政社保数据分析比对管理平台，杜绝

违规领取现象。

会计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举办继续教育培训班５６

期，参培８０００多人。１３５０人通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网上报名，最终初级资格考试通过１８７人、中级资格考试

通过３９人，７人获得高级会计师资格。１４４５人参加会计

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通过４７０人。７月，组织全市少儿

珠心算技术比赛。８－１１月，下发《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企业“十佳诚信会计”评选活动方案〉和〈会计诚信体系

建设系列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皋办发〔２０１３〕１４１号），

评选首届企业“十佳”诚信会计，开展会计诚信征文、诚信

誓言征集、网上诚信问卷调查、会计诚信讲坛、表彰大会等

系列活动。召开全市首届会计管理工作会议。１１月，举

办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业务免费培训班，３３２个行政村村主

任参加。

农财管理　年内，市财政积极探索支农资金整合新路

子，兑现２０１２年财政支农激励资金２５００万元。“一折通”

发放涉农补贴６４个批次，补贴资金３．１亿元。投入资金

１６００万元，支持５个村村庄建设和环境整治。投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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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７７万元，继续支持河道整治工程，整治县、乡、村三

级河道６６０条、４５９．０２公里；投入资金５９３５万元用于如

海河河道疏浚、驳坡、沿线配套建筑等整治工程。投入资

金２０２５万元用于如海灌区干支渠防渗及建筑物配套改

造。投入资金５８３８．８１万元支持高效节水灌溉，新建排涝

泵站２７座。补助资金３３３２万元，完成财政一事一议奖补

道路建设１１８条、２０１公里。补助资金３０５０万元用于全

市３３２个行政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补助资金８００万元

用于扶持１０个经济薄弱村购置商业用房，促进经济薄弱

村经济发展。

社会事业发展　年内，市财政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拨付资金１．５１亿元用于教育重点

工程建设和还债、城乡学校设备购置等。发放学前教育家

庭经济困难儿童政府资助、义务教育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生活费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职免学费补助、中

职国家助学金等４８８６．１１万元。落实计生服务政策，强化

利益导向，维护群众权益，拨付资金５９５７．０９万元，用于对

计生家庭的奖扶、特扶、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及持证企业退

休职工一次性奖励金等。支持文化、体育等事业发展，想

方设法筹集资金，基本保证文化四馆、奥体中心、档案馆等

公益建设项目需求。支持如皋和谐社会建设，有效保障保

安联防、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专项经费。出台《如皋市教

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皋财行〔２０１３〕１９号）、《如皋市农

村文化以奖代补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皋财行〔２０１３〕２９

号），完善各类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监督　年内，市财政局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加强

日常监督，强化专项检查服务财政管理，继续构建财政“大

监督”格局，全年执行财政监督检查项目２７个。３－９月，

选取１０家行政事业单位实施会计信息质量检查。选取

１０家单位实施２０１２年预算编制情况监督检查，强化部门

预算的执行和约束。７－１２月，对市财政局社保科、行财

科实施内部监督检查，提高财政机关自身业务管理水平。

８月，完成医疗卫生系统三级联动检查。

政府采购　年内，市财政局完善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和

执行管理制度，强化镇（区、街道）政府采购监管，推行重大

项目专家验收制、批量采购项目抽查制、经常性采购项目

回访制“三制”管理。全年完成采购计划２５１５个，实现采

购规模９．６５亿元，节约资金１．２８亿元，节约率１３．３％。

积极发挥批量采购规模效应，行政事业单位部分办公设备

采购中标价低于省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最高限价２０％。６月，

出台《如皋市应急项目采购管理试行办法》（皋政办发

〔２０１３〕１３２号），规范政府应急采购。１２月，下发《关于印发

政府采购重大项目监管制度的通知》（皋财规〔２０１３〕６号）。

国资企财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积极发挥职能作用，

加快支持经济发展。及时兑现２０１２年全市技术改造、“两

化”融合、科技进步和创名创牌等企业奖励资金７２２１万

元。认真执行《如皋市财政存款存放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

暂行办法》（皋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１８号），并根据全市经济发

展实际，适当调整考核办法，激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资

金投放，全年新增贷款８８．９亿元。积极支持科技型中小

企业发展，全年为１６家企业申报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

贷款３９００万元。充分发挥省级中小企业融资风险专项资

金激励引导作用，为南通恒康数控机械有限公司等１１家

企业获取贷款５０００多万元。累计向上申报工业、外贸、科

技、金融、农业、文化、体育等各类项目２１３个，争取资金

７．０３亿元。认真执行“营改增”政策，努力减轻相关行业

税收负担；落实增值税设备抵扣政策，鼓励企业加大设备

投入，全年全市完成购置设备抵扣增值税２．１４亿元。２

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源培育促进企业发展的若干

激励意见》（皋办〔２０１３〕２９号），鼓励企业规模升级，对企

业技术改造、产品研发、专利发明、品牌建设以及人才引进

等多方面实施奖励扶持。

国有资产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加快构建并逐步完善

财政资产监管制度，强化国有资产管理。５月，出台目标

责任制考核办法，进一步加强对如皋港投资集团、文广传

媒集团、教育培训集团、水绘园风景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四大公司绩效考核。下发《关于编报２０１２年全市行政事

业单位资产统计报表的通知》（皋财资〔２０１３〕３号），加强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统计工作。加强交投公司一期、二期债

券存续期间管理工作，按时支付利息。及时完善资料，积

极推动三期债券发行准备工作。

投资评审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完善工作制度，积极

探索评审办法，提高评审质量，扩大评审范围。全市全年

申报投资评审项目１４６个、投资额８７．２７亿元，核减规模

７．５９亿元，核减率８．７％。１月，下发《关于印发〈如皋市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和〈如皋市

政府投资项目前期评审办法〉的通知》（皋办〔２０１３〕１６

号），前移评审关口，突出评审重点。５月，参与对全市

２０１３年新建、在建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专项检查。８

月，根据《关于镇（区、街道）、部门上报政府性投资项目计

划的通知》（皋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４３号），对新建项目实行集

中申报。１１月，会同相关部门专项检查２０１３年市直部门

（单位）部分政府性投资建设在建工程１７个，主要检查内

容包括项目建设是否按工程建设程序进行、项目建设资金

是否超控制概算、与工程建设相关所有投资项目是否全部

纳入工程决算，以保证项目核算准确性。

非税收入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

理改革，规范行政事业单位收费行为。加强土地出让环节

契税征收管理和土地出让金滞纳金收支管理。１２月，出台

《如皋市财政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皋财综〔２０１３〕３号），规

范财政票据领、用、销流程。１２月，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土地

融资规模卡申报资料准备工作，申报资料获省财政厅批准。

镇财政管理　年内，市财政坚持日常指导、长效管理

相结合，切实抓好“规范化财政所”建设，稳步推进法治财

政建设、政府工程管理、镇级预算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四项

重点工作。１月，出台《关于加强镇区政府投资工程项目

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通知》（皋财管〔２０１３〕１号），加强

乡镇政府投资工程管理。３月，参与全市区划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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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相关镇财务事项顺利衔接，有序推进。５月，完成全

市１４个财政所（分局）“规范化财政所”创建市级验收。９

月，开展基层会计基础工作检查。１１月，印发《关于２０１３

年镇区会计基础工作检查通报》（皋财管〔２０１３〕５号）、《关

于进一步重申和规范镇区财政会计基础工作管理要求的

通知》（皋财管〔２０１３〕６号），提升基层财政财务管理水平。

（张小俊　许瑞兵）

２０１３年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情况一览

　表５３ 单位：万元

项　　目 完成数 增收数
同比增长
（％）

国税 ２８９６９１ １０６２８ ３．８１

地税 ４７２６４６ ５１３１０ １２．１８

财政及社保基金 ７０１８２５ １１１２３９ １８．８４

合计 １４６４１６１ １７３１７７ １３．４１

国国国　　　　　　　　　税税税
【概况】　市国税局设有机关科室及事业单位８个。下设

基层分局８个，其中，税源管理分局４个，纳税服务分局、

大企业管理分局、专业应对分局及稽查局各１个。现有在

职干部职工２５１人，其中，本科以上文化程度１５９人，占

６３．３５％。全市现有纳税人２３１７４户，其中企业９５８６户、

个体１３５８８户。２０１３年，市国税局、市国税局第七分局同

时被表彰为省文明单位。国税系统连续第五年被市委、市

政府表彰为目标管理考核综合先进单位。市国税局两项

重点工作在南通市国税局目标管理考核中获金牌。

组织收入　年内，市国税局累计完成税收总收入

３２．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５．５６％。其中：增值税２３．９９亿元，

同比增长１５．０９％；消费税１３８３万元，同比增长１６．９１％；

企业所得税６．０１亿元，同比下降２５．４１％；车辆购置税

１．９２亿元，同比增长４２．４％。完成公共财政总收入

２８．９７亿元，占计划８１．９５％，同比增长３．８１％，总量居南

通第二。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８．４９亿元，占计划

８３．２％，同比增长４．９４％，总量居南通第二；累计征收“营

改增”税款７３７８万元，总量居南通第一。全市总销售额首

次突破１０００亿元，应税工业销售７５２．８亿元，总量南通居

第一。累计征收防洪保安资金４１００万元。落实各项税收

优惠政策，累计办理出口退税１１．６亿元，办理政策性等退

库１．６２亿元，做到应退尽退，税收收入质量达到历年最好

水平。

２０１３年全市国税收入情况一览
　表５４

项　　目 年度计划（万元） 累计实绩（万元） 占计划（％） 上年同期（万元） 增减（％）

一、收入完成情况 － ３２０６１７ － ３０３７３３ ５．５６

　１．国内增值税 － ２３９９４２ － ２０８４８４ １５．０９

　　①直接征收 － １９８０４２ － １７０７８４ １５．９６

　　　其中：改增值税 － ７３７８ － １３２６ ４５６．４１

　　②免抵调库 － ４１９００ － ３７７００ １１．１４

　２．消费税 － １３８３ － １１８３ １６．９１

　３．企业所得税 － ６００５３ － ８０５１４ －２５．４１

　　①县级企业 － ４８３６６ － ６９３９５ －３０．３

　　②省属企业 － １１６８７ － １１１１９ －５．１１

　４．个人所得税 － ２４ － ５８ －５８．６２

　５．车辆购置税 － １９２１５ － １３４９４ ４２．４　

二、政府完成情况 ３５３５００ ２８９６９１ ８１．９５ ２７９０６２ ３．８１

　１．增值税 ２６００００ ２３９９４２ ９２．２９ ２０８４８４ １５．０９

　２．消费税 １０００ １３８３ １３８．３ １１８３ １６．９１

　３．企业所得税 ９２５００ ４８３６６ ５２．２９ ６９３９５ －３０．３

三、退税情况 － １６１７０ － １１０００ ４７

　１．增值税 － ６２２２ － １０５０５ －４０．７７

　２．企业所得税 － ９９４８ － ４９５ １９０９．７

·７１２·财政·税务



　续表５４１

项　　目 年度计划（万元） 累计实绩（万元） 占计划（％） 上年同期（万元） 增减（％）

四、出口退税 － １１６０３１ － １２０１３０ －３．４１

五、海关代征 － １６５９６５ － ２１８５７６ －２４．０７

　 ①进口增值税 － １４２３２３ － １９６５６９ －２７．６０

　 ②进口消费税 － ２３６４２ － ２２００７ ７．４３

六、一般预算收入 １０２０００ ８４８６５ ８３．２ ８０８７４ ４．９４

　　税收征管　年内，市国税局运用ＰＤＣＡ循环理念

［ＰＤＣＡ是英语单词Ｐｌａｎ（计划）、Ｄｏ（执行）、Ｃｈｅｃｋ（检查）

和Ａｃｔｉｏｎ（处理）的第一个字母，ＰＤＣＡ循环就是按照这样

的顺序进行质量管理，并且循环不止地进行下去的科学程

序］，构建风险应对新格局，初步实现应对分局内设机构产

业化、风险应对人员行业化、风险应对文书规范化、人员应

对实践基地化、人员绩效评价立体化“五化”目标，实现应

对总成效４．４８亿元，税款占比６８．０６％，贡献率１１．２４％，

风险应对工作在南通排名第一。“运用ＰＤＣＡ循环提升

风险管理质效”获省国税局税源专业化管理创新项目。重

点税源管理工作获南通金牌。下半年，开发并上线运行基

础管理任务系统，有效提升风险防控能力。２月２７日，召

开全市征管工作会议，评析２０１２年度征管工作，对２０１３

年征管工作提出要求。２－４月，构建市国税局、市国税局

分局、政府部门、镇（区、街道）、行业协会五级情报员体系，

将全市８７个部门信息情报交换工作列入政府目标责任制

考核。３月，市国税局稽查局成功上线运行“稽查案件管

理系统”。３－４月，建立船用配套、肠衣、液压三个行业风

险特征指标。１－５月，完成２０１２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业务培训和申报工作。６月，承接税收检查任务管理办

法及税源管理平台实地检查模块的试点运行工作。７月，召

开“营改增”扩大试点工作会议，布置落实省、南通市国税

局“营改增”扩大试点具体工作。８月，在全市１４个镇（区、街

道）设立社会化征收办公室，率先在南通地区实现国、地税

及财政统一综合治税格局。９月，撰写上报《从几个关键指

标剖析如皋实体经济发展状况》得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肯定，并在南通市国税局《税收经济分析》专题刊登。

依法治税　年内，市国税局开展税务稽查工作，查结

稽查案件１１２件，查处大要案４３件，其中１０万元～４０万

元３０件，４０万元～１００万元５件，１００万元以上８件，累计

查补入库税款、罚款、滞纳金３２０３万元。１－９月，开展跨

国关联交易“秋实计划”专项行动，应对入库税款５１００万

元，加收滞纳金６８万元，调减退税额３９００万元。年内，积

极争创法制文化示范点、依法行政示范单位，被市政府表

彰为依法行政示范单位，报送的行政执法案卷在全市３０

个行政单位１１０宗案卷评比中获二等奖。四分局、七分局

法治文化建设阵地被命名为如皋市第三批法治文化建设

示范点。３－４月，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开展执法风险排

查，确定风险事项５９项、１３０个环节。５－６月，自主开发

使用执法廉政风险内控测试平台，实现内控管理信息化。

７－９月，专项执法督察３大项１３小项，涉及纳税人５１５

户次，发现问题３５０户次，追究执法（过错）责任１０４人次。

纳税服务　年内，市国税局累计集中对纳税人业务培

训１２０余次，举办纳税人学堂１２次，举行政策解读日活动

７０次。２月５日，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胡道新一行到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开展税收服务性调研。４月，结合

第２２个税收宣传月活动，与市电视台联合在经济频道《经

济２０分———每周视点》栏目，专题宣传《网络发票管理办

法》。５月，纳税服务分局被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

先进集体称号。６月，增设搬经镇办税延伸点。８月，在办

税服务厅上线运行叫号系统。１０月，启用两套纳税人自

助办税终端。１２月３日，市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周癉等

一行３人，走进市广播电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直播室，

与纳税人交流，为听众答疑解难。

队伍建设　年内，市国税局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展

专项治理，“三公”经费支出同比下降超过４０％。３２名税

务干部义务献血９２００毫升。国际税收岗位胜任力模型获

得南通市国税局评审第一名。征管科被授予南通市“三

八”红旗集体称号。市国税局被表彰为如皋市预防职务犯

罪先进单位。全市国税系统中，１人获全省国税系统先进

工作者称号，１人被评为市级机关“十佳”公仆，１人当选为

市“十大”杰出青年并被受聘为河海大学校外辅导名誉老

师，１人获南通市优秀共青团员称号。３月，组织９６名业

务骨干和青年税务干部到省税校参加为期五天的财会知

识培训。４月，对４６名一般人员实施批量性交流，交流面

１８．５５％。５月１０日，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和机关作风建设

暨“５·１０”思廉日活动工作会议。６月１日，如皋国税志

愿服务队为丁堰、白蒲国税春蕾班５０名特困儿童送去节

日祝福和关爱。１０－１１月，在苏州大学举办干部更新知

识培训班２期。

（陶建国）

地地地　　　　　　　　　税税税
【概况】　南通市如皋地方税务局，下设纳税服务局、风险

评估局、稽查局、南通稽查执行四科室及５个税源管理分

局、７个职能科室、２个事业机构。２０１３年年底，在职干部

·８１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职工２０３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者１８２人（其中硕士研究

生７人），占总人数８９．６６％。全年组织入库各项收入

６８．１２亿元。其中：税收收入４９．０７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４９％；教育费附加、社保和基金费等非税收入１９．０５２

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４％。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４１６７３１

万元，收入总量南通六县（市、区）第二，同比增长

１３．７６％。全系统获全国职工书屋、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

国巾帼文明岗、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省文明单位等省级以上

表彰９项，南通市级以上表彰１８项。在市级机关目标责

任制绩效考核中，市地税局连续三年蝉联条管部门第一，

连续两年获市党建工作创新红旗单位称号。

组织收入　年内，市地税局结合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及复审，组织培训，开展申报前辅导、提醒，强化复审事项

的后续管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面为１００％，汇算清缴

入库企业所得税３９３６．３１万元，较上年同期２４５８万元，增

长６０％。结合１２万元以上个税直接管理及两处以上收

入申报工作推进，以“点面结合”强化高收入人群个税征

管。在行业管理中，突破传统的供电、金融等高收入行业，

将管理触角深入到房地产、建筑、中介代理等隐性高收入

行业。在个体管理中，将企业法人、股东、外籍个人等列入

重点管理对象。全年受理年所得１２万元以上自行申报人

数２９０７人，补缴个人所得税５５４．１３万元。１月，开展收

入预测，全面掌握税源分布，统筹年度收入进度。２月，开

展年所得１２万元以上个税自行申报工作，着力提升个税

贡献份额。３月，完成大中小微企业税收划型统计工作。

４月，组织各分局进行人行ＴＩＰＳ系统（即国库信息处理系

统）升级测试工作。５月，跟进金库调整，完成大集中系统

内乡镇报表数据验证，按新口径加工收入管理平台的历史

数据。６月，完成２０１３年全国税收调查的抽样、重点调查

任务。７月，开展交通运输业代征代扣专项督查。８月，开

展１－７月份组织收入情况、服务业税收完成情况调研。９

月，开展全市综合治税点票证、账户等会统基础工作督查。

１０月，检查门临代开票制度执行情况、自开票纳税人开票

以及红冲和作废发票真实性。１１月，开展收入点题解剖

分析，以点带面，提高自主征收税收收入管理质效。１２

月，开展土地增值税清算，组织土地增值税风险模型建设。

税收征管　年内，市地税局积极倡议、推动，建立由政

府为主导的综合治税平台，３３个单位列为信息交换重点

部门。结合纳税人诉求调查，开展个体税收定额调整。通

过实地调查、评议，并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重新确定定额标

准，起征点以上总户数和核定营业额总量仍然实现同步增

长，增幅分别为１４．２２％和１７．３５％。１月，开展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的税源普查与数据审核。开展新年度个体定

额调整工作，强化发票预警线管理。２月，表彰２０１２年综

合治税先进单位和个人。３月，开展个体定额调整及餐饮

业用票大户发票使用情况疑点分析。４月，开展２０１３年

度外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５月，与市民政部门联合组织

福利企业年检工作。６月，联合市工商部门，研究出台股

权转让联合控管实施办法。７月，开展驾驶培训机构专项

检查。８月，完成全市１万多户网报纳税人２０１３年度基

础信息推送确认工作。９月，开展国地税个体户籍、定额

信息全面比对。１０月，组织推广存量房评估系统上线。

１１月，开展教育培训行业专项清理。１２月，开展２０１４年

个体定额调整工作。

依法治税　年内，市地税局被市政府评为依法行政示

范单位；创建法制教育基地，被表彰为南通地税系统首批

文化建设示范点和如皋市第三批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

派出机构四分局被表彰为南通地税系统依法行政示范单

位。１月，牵头组织南通市地税局内控平台开发。２月，组

织开展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３月，组

织开展执法内控平台上线试运行工作，开展税收执法督

察，组织开展年所得１２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申报工作。４

月，组织开展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质效分析与应对工作。

５月，启动法治文化示范点创建工作。６月，认定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组织耕地占用税、契税专项风险

应对措施。启动企业所得税复审工作。７月，组织开展土

地增值税机关实体化应对工作。８月，组织开展２０１３年

度全面税收执法督察活动。９月，牵头开展税收执法督察

业务规则建设工作。１０月，开展中等风险应对案卷评查

工作。如皋地税税收法制建设基地落成。１１月，组织开

展社会保险费欠费清理。组织税务干部参加行政诉讼案

件庭审。１２月，开展规范执法示范岗评比工作。

队伍建设　年内，市地税局紧贴税源专业化管理模

式，打造“正能量、负质效”个人绩效考评体系，坚持“量质

并重、双向激励”，实现由“质效为主考评”向“量质并重考

评”转变。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文化体系，改造文化设施，

举办文化建设专题讲座，营造文化氛围。紧扣八项规定，

切实改进作风，加强“三公”经费管理和使用。开展“服务

零距离，满意在地税”主题实践活动，确定以“北斗”为主题

的党风廉政建设三年规划，营造“清廉税香”地税环境，评

选产生第四届“十佳”勤廉标兵，“廉由心生”微型廉课获南

通市纪委比赛一等奖。结合新征管体系，排查职务犯罪和

廉政风险点，充分利用社会监督方式，将干部８小时以外

监督向家庭、社区延伸，形成内外监督、内外促进的良好格

局。全市地税系统全年获南通市级以上表彰４８项，其中

国家级３项、省级７项。２月，组织全系统开展以业务技

能竞赛为主题的春训活动。３月，出台“正能量　负质效”

考核制度并试点运行。４月，开展税收宣传月活动，注重

氛围营造和项目争创，扩大宣传成效。５月，组织青年干

部到如皋看守所开展“青”“廉”警示教育。开展“５·１０”思

廉日系列活动，开展“执法执纪”专项教育纠治活动，召开

动员大会。６月，党总支、团总支联合组织干部职工捐献

课外读物３００余册至如城街道城东社区“希望来吧”。８

月，组织小企业１８５人参加会计准则培训及考查。９月，

组织中层及业务主管业务培训。

（姜汉兵）

·９１２·财政·税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