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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连续七年获省财政收入增收表彰单位称号　Ｐ２９７

●袁建甫荣登“中国好人”榜　Ｐ３０１

财财财　　　　　　　　　政政政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实现财政总收入１１０７４７０

万元，占人代会预算的１１０．７５％，同比增收３２６６２９

万元，同比增长４１．８３％，其中一般预算收入

４５６３０７万元，占人代会预算的１０８．６４％，同比增收

１１９４２７万元，同比增长３５．４５％。全年财政总支出

９９３７４９万元，同比增长４２．６２％，其中一般预算支

出６０５４３３万元，同比增长２７．５９％。市财政局法

治财政建设、法制宣传教育、防洪保安资金征收等

工作获省财政厅表彰，被评为南通市文明单位、法

治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市财政局机关综合考核位居

市级机关部门前三名，蝉联先进集体称号；市财政

系统被评为如皋市文明行业。“公共财政·情暖百

姓”被评为市级机关“十佳”服务品牌之一，“爱心财

政联盟”被授予第四届“如皋市爱心团队”。国库

科、镇财政集中管理办公室分别被授予南通市“巾

帼文明示范岗”、“青年文明号”称号。长江镇（如皋

港区）财政分局被评为南通市群众满意先进基层站

所。全市财政系统５人被市委、市政府记三等功，

７３人次受到省、南通市财政系统及市委、市政府

表彰。

组织收入　年内，全市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百

亿元大关，一般预算收入总量保持全省县（市）第八

位。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完成３８７１９４万元，

同比增长３１．７８％。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占比

８４．８５％，排名全省第四位。增值税增幅２０．５７％，

高于全省平均增幅４．８９个百分点。

预算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细化预算编制，探

索结转（余）资金管理。按照“加快发展、保障既得、

多收多得”原则，完善新一轮市镇财政体制，建立镇

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９月，下发《关于调整市镇

（区、园）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皋委发〔２０１１〕７２

号），充分调动镇区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推进绩效

评价，注重评价成果利用，完善预算、项目、资金管

理制度。１１月，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专家库，首

批聘请专家３０名。对３个部门和３个专项资金试

行项目绩效预评价绩效目标管理，压减资金达

４５％。对１３个专项资金开展事后绩效评价，政法

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考评工作被评为省级优秀。

国库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办理国库集中支付

业务６５９４３笔，累计支付资金８８．４５亿元。４月，

完善财政账户管理，清理整顿财政账户，撤销３９

个。６月，出台《关于财政性存款与金融单位信贷

投放实行挂钩的实施办法》（皋财规〔２０１１〕２号），

加大财政资金调控力度、速度，发挥财政资金存储

导向作用，引导金融资金投向，促进区域经济加快

发展。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市级预算单位财政专

户存款（往来资金）管理的通知》（皋财库〔２０１１〕３

号），规范单位财政专户往来款管理。１２月，２０１０

年度财政总决算、部门决算、乡镇财政决算工作均

被表彰为南通先进。

社会保障　年内，市财政用于社保方面支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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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８６２万元，同比增长６．５３％。提高“新农合”筹资

标准，人均年补贴标准由１２０元提高到２００元。全

年为６０１４５名８０岁以上老人发放“尊老金”２５９９

万元。投入６８０６万元，将４万多名贫困人员纳入

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投入３１６５万

元，将人年均标准由１５元提高至２５元，服务项目

由９大类２２项调整为１０大类４１项。发挥财政社

保数据分析比对管理平台作用，月均比对６０余万

人次。全年安排再就业资金１９００万元，落实各项

就业扶持政策。推进村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平台

建设，在全省率先招录配备村级劳动保障专职协管

员１７２名，在全市建立村（社区）农民创业服务指导

中心３３２个。３月，首次安排６５００万元对５９９种

基本药物实施零差价销售价格补贴。实施“关爱工

程”，完成２００张床位和６个附属设施的建设任务，

所有项目通过省级验收。７月，农村“低保”、城市

“低保”月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２４０元、３６０元，农

村集中“五保”、分散“五保”经费人均年标准分别提

高到４２２０元、３２００元。提高城市、农村低保重残

人员生活补贴，每人每月分别发放８０元、６０元。

会计管理　年内，举办会计继续教育培训班

５２期，培训会计人员６０００多人，６００多人通过网上

会计继续教育平台学习、考试。全市通过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１１５人，通过高级会计师考评资格考

试８人。４～６月，开展会计从业人员信息采集确

认工作，全市采集确认信息９０００多人，并进入全省

会计管理信息系统。７月，联合市教育局组织全市

少儿珠心算技术比赛。１０～１１月，组织全市５０００

多人次参加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

农财管理　年内，市财政按照“两高于一确保”

（“两高于”指财政预算内支农资金当年预算安排数

增幅高于一般预算安排数增幅，当年财政支农资金

增量要高于上年；“一确保”指财政支农资金支出进

度不低于９６％）的要求安排支农资金，财政支农投

入工作获南通市委、市政府表彰。多渠道争取上级

涉农扶持项目１００个、资金３．５亿元。财政投入

５１８６万元，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５个，建成高标

准良田１３３３．３公顷。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获全

省一等奖、奖金１５０万元。兑现高效设施农业奖励

３１８４万元。全年通过“一折通”发放各类涉农补贴

项目２４个，资金２．３亿元。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全面完成为民办实事工程———新建、改造

农桥１００座任务，建成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农路

１２１条、１７０．１公里。整合资金，建立农村环境“四

位一体”长效管理机制。整治二、三级河及村庄河

塘３７８条，总长３７８．３８公里，土方７５６．８１万立方

米，进一步改善农村环境面貌。实行经济薄弱村化

解债务奖补，促进村级经济发展。１～３月，开展惠

民资金、项目资金和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巩固强农

惠农政策专项清理成果。

社会事业发展　年内，市财政投入１１．６亿元，

用于保障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教育重点工程建

设、学校基本运转、学费减免政策落实。实行学前

教育以奖代补，经验做法在全省财政工作会议上交

流。加强学校财务管理，如皋市获江苏省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管理示范县称号并被推荐参加全国评比。

落实中央和省有关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及涉农专

业和城乡家庭困难学生免收学费政策，发放９８５６

人、１２９４万元。推动文化事业发展，保障公益性文

化设施免费开放，支持实施各项重点文化惠民工

程，建成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四馆和文

化广场并向公众开放。实施“三送”工程，累计向

镇、村送图书１．７万余册、送戏８０场、送电影３６４８

场。实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体系，安排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贫困扶持、特困救助、养老扶助、孕前健康

检查等各项经费３２３９．０７万元。

财政监督　年内，扎实开展“小金库”专项治

理，对全市６１６家单位全覆盖复查，查处“小金库”７

个、违纪金额２２５万元，收缴国库８２万元。１月，制订

《如皋市财政局２０１１年财政监督工作要点》（皋财监

〔２０１１〕１号），深化财政“大监督”格局，明确全年监

督工作重点。出台《如皋市财政局内部监督检查暂

行办法》（皋财办〔２０１１〕２号），探索加强内部监督新

途径，选择２０１１年预算编制情况监督检查。３～１０

月，专项检查１０家单位会计信息质量。

政府采购　年内，市财政局完善政府采购网上

竞价平台，提高采购效率。全年执行采购计划

１４９３个，采购总额５．８６亿元，节约１．０５亿元，节

约率１５．２％。６月，出台《如皋市政府采购供应商

诚信管理及考核办法》（皋财购〔２０１１〕３号）和《如

皋市政府采购合同履约及验收管理办法》（皋财购

〔２０１１〕４号），创新政府采购管理模式，改革政府采

购监管方式，建立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评价体系，

提高政府采购公信力和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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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２９日，市财政局召开全市政府采购专管员业务培

训会议

　　国资企财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按月公布全市

纳税百强企业名单，按季形成全市工业经济运行情

况分析报告。实施“纳税百强企业财政服务工程”，

向上级申报项目１２９个，下达资金１．９亿元。落实

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发

放补贴资金１．４８亿元。１～４月，开展家电下乡补

贴资金专项检查，逐一核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至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８日期间购买两台以上家电下乡产

品真实性情况。４月，及时兑现２０１０年度全市新

型工业化、科技进步奖励资金３０００多万元。６月，

改革家电下乡补贴兑付方式，在全省首创网上银行

直接支付到农户“一折通”模式，此模式在全南通市

推广。７月，追加投入５００万元，扩大科技成果转

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规模，贷款授信额度放大到

１亿元，累计为１０多家企业成功申报贷款５３００多

万元。１１月，注入２００万元设立全市中小企业互

助基金，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非税收入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继续推进非税

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通过“一票制”系统，全年

入库市镇两级非税收入１２．３９亿元。４～５月，专

项检查镇（区）票据管理情况，进一步规范电脑票和

手工票领、销、存行为，统一推行票据管理系统软

件，建立跟踪管理制度，明确专人清收。

镇财政管理　年内，开展以“往来、资产、票据

和档案”为重点的“三清理一创建”工作，清理镇

（区）往来１７３７笔、票据１２２７２份、资产１５３６２件

（套），９个镇（区）财政所（分局）通过省三星级档案

验收。７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货币资金

管理的意见》（皋财管〔２０１１〕４号），开展财务管理

“自查自纠”活动，不断夯实镇（区）财政财务管理基

础，规范和提高会计基础工作水平。出台《如皋市

财政局规范化财政所（分局）创建工作实施意见》和

《如皋市财政局规范化财政所（分局）创建考评细

则》（皋财农〔２０１１〕４２号），在全省率先全面推进规

范化财政所创建，提升基层财政所硬件，规范业务，

提升形象，在各镇（区、园）基层站所测评中，２０个

财政所（分局）均位于前列，其中１１个财政所（分

局）位居第一。

【如皋市连续七年获省财政收入增收表彰单位称

号】　１２月，省政府下发《关于表彰２０１１年度财政

收入增长较快贡献较大市县的决定》（苏政发

〔２０１２〕２号），如皋市连续第七年被授予江苏省财

政收入增收表彰单位称号。

（张小俊　许瑞兵）

２０１１年全市财政收入完成情况一览

　表４９

项　　目
完成数
（万元）

增收数
（万元）

同比增长
（％）

国税 ３１１９２０ ４９７９３ １９．００

地税 ３４７６４８ ８６９６８ ３３．３６

财政及社保基金 ４４７９０２ １８９８６８ ７３．５８

合计 １１０７４７０ ３２６６２９ ４１．８３

国国国　　　　　　　　　税税税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国税局设机关科室及事业单位

８个、基层分局７个、稽查局１个，在职干部职工２５０

人，平均年龄４３．４周岁。其中，男１９５人，女５５人；市

国税局机关人员７４人，基层分局人员１４４人，稽查局

人员３２人；党员１９２人，占比为７６．８％；大专以上文

化程度２４７人，占比为９８．８％。管辖全市纳税人

１６８７１户，其中企业７３７０户、个体工商户９５０１户。年

内实现全口径税收收入３３．６８亿元，同比增长

２０．８１％，完成南通市国税局年初考核计划的

１０３．６４％。继续保持省文明行业称号，被表彰为省

档案工作三星级单位、省国税系统政务信息工作先

进单位、省国税局税收情报管理标兵单位、南通市

国税系统重点风险企业纳税遵从管理金牌、南通市

国税系统重点大企业纳税遵从管理第二名、如皋市

政府目标考评优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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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收入　年内，实现全口径收入３３．６８亿

元，总量在南通六县市区中居第一，同比增长

２０．８１％，占计划的１０３．６４％。其中实现增值税

２４．３７亿元，总量在南通六县市区中居第一，同比

增长１８．５７％，达到全省平均增幅目标；完成企业

所得税８．０４亿元，总量在南通六县市区中居第一，

同比增长２６．１５％。实现政府口径总收入３１．４亿

元，总量在南通六县市区中居第一，同比增长

１７．４９％。实现一般预算性收入８．８６亿元，总量在

南通六县市区中居第一，同比增长１６．９７％。累计

征收防洪保安资金３５００万元。落实各项税收优惠

政策，切实履行好税收调控职能，固定资产设备抵

扣为纳税人减负３．３３亿元，增值税起征点调整惠

及３５６３户个体工商户、减负１４９．２４万元，累计办

理出口退税１８．３亿元，办理政策性等退库７９７６万

元，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

２０１１年度国税收入情况统计
　表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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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５０００ ３３６８１５ １０３．６４ ２７８８００ ２０．８１

　１．国内增值税 ／ ２４３６８８ ／ ２０５５２２ １８．５７

　　①直接征收 ／ １９６８８８ ／ １５９８２２ ２３．１９

　　②免抵调库 ／ ４６８００ ／ ４５７００ ２．４１

　２．消费税 ／ １１２２ ／ ８２８ ３５．５１

　３．企业所得税 ／ ８０４１７ ／ ６３７４９ ２６．１５

　　①县级企业 ／ ６９１８６ ／ ６０９０７ １３．５９

　　②省属企业 ／ １１２３１ ／ ２８４２ ２９５．１８

　４．个人所得税 ／ ２６１ ／ ６１５ －５７．５６

　５．车辆购置税 ／ １１３２７ ／ ８０８６ ４０．０８

二、政府完成情况 ／ ３１３９９６ ／ ２６７２５７ １７．４９

　１．增值税 ／ ２４３６８８ ／ ２０５５２２ １８．５７

　２．消费税 ／ １１２２ ／ ８２８ ３５．５１

　３．企业所得税 ／ ６９１８６ ／ ６０９０７ １３．５９

三、退税情况 ／ ７９７６ ／ ８０２２ －０．５７

　１．增值税 ／ ６４１５ ／ ７２１７ －１１．１１

　２．企业所得税 ／ １５６１ ／ ８０５ ９３．９１

四、出口退税 ／ １８３０１３ ／ １４７２４９ ２４．２９

五、海关代征 ／ ２３７２２１ ／ １７４２６１ ３６．１３

　１．进口增值税 ／ ２００，２４３ ／ １３２４４０ ５１．２０

　２．进口消费税 ／ ３６，９７８ ／ ４１８２１ －１１．５８

六、一般预算收入 ／ ８８５９６ ／ ７５７４３ １６．９７

　　税收征管　年内，实施税源专业化管理改革，

保证新征管模式平稳到位。１～２月，将风险分析

团队职能划归征管科，充实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团

队人员力量。制订《税收风险管理工作规程》、《风

险应对团队考评办法》和《风险应对资料管理办

法》，研究制订《税源专业化管理改革实施方案》。３

月，搭建专业化管理工作平台，上线运行自主开发

的“综合管理平台”软件，实现痕迹管理、过程控制。

制订第三方信息管理办法，建立税收数据信息情报

管理体制、工作运行机制和岗责体系。开展内部数

据挖掘和外部信息采集应用，制发《税收风险分析

报告》，与工商、地税、供电等部门建立稳固的协作

关系，年内分析省、南通市级推送的应对任务８７７

条，分析如皋市级分析产生风险应对任务７１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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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税款５５１７．７３万元。４月，编印《大企业税收

服务管理与遵从评价工作指南》，制订“１２３４５”大企

业税务风险管理办法（一个实施方案、二类评价体

系、三种保障机制、四条管理制度、五项服务办法），

构建一个模式（服务与管理模式）、三个机制（专业

化组织机制、工作机制和征管机制）的大企业专业

化管理体系。５～６月，建立政府财政返还补贴、资

本公积金变化异常和预收账款余额异常三类风险

特征指标，三类指标均被纳入省级风险特征库。６

月，设计完善大企业信息远程采集系统，构建大企

业自动预警平台、税收评估预警模型、涉税信息监

测平台，提高大企业信息化管理水平。７月，上半

年税收情报案例在南通市国税局评比中获第一名。

９～１０月，调整整合全市办税服务厅，设立城区办

税服务厅和三个农村分局办税服务延伸点。成立

专业应对分局，专业化应对人员调整到位。各基层

分局对综合股、基础管理股和专业应对股实施人员

定岗，全系统按照新管理模式平稳运行。１２月，获

省国税系统税收情报管理标兵单位称号。

依法治税　年内，开展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工

作，全年评估３２７户次，评估入库２７１１．７６万元；累

计查结稽查案件８７件，其中查处１０万元～４０万

元的大要案１６件、４０万元～１００万元案件７件、

１００万元以上案件８件，组织稽查收入３６２２．０３万

元，同比增长６６．６８％，稽查查补入库总额和增幅

均创历年新高。年初，围绕“紧扣风险防控，把握重

点，点面结合，扎实推进”，对１５户重点风险企业分

户制订管理工作计划，形成分户指导意见和分析报

告，有６篇分析报告被南通市国税局评为五星。４

月，市国税稽查局创新思路，采取申请法院司法强

制执行方式，及时冻结扣缴企业异地资金，有效地

解决异地财产执行的难题。５月，加强金属钢结构

行业税收征管，制订区域性行业税收管理办法，金

属钢结构行业整体纳税调整后所得率达３．８％，被

省国税局以简报形式给予专题报道。重点风险企

业遵从管理工作在南通市国税局考核评比中获金

牌。６月，开展福利企业专项整治活动，对全市民

政福利企业开展专项执法检查。７月，推进个体税

收社会化征收工作，南通市个体社会化现场推进会

在如皋召开，如皋国、地税联合办税，个体委托社会

化征收做法得到会议肯定。９～１０月，实施执法检

查工作，重点开展预警信息核查、执法管理系统疑

点核查和全面执法检查，检查８９２户，发现问题

１９９户，查补入库税款８９．０７万元。

纳税服务　年内，市国税局“服务ｅ站”在如皋

７２个推荐服务品牌评选中脱颖而出，被市委、市政

府表彰为“十一五”期间“十佳”服务品牌。１月，成

立纳税服务项目工作组，制订办税服务厅工作管理

办法，形成纳税服务部门上下的纵向联动机制和各

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联动机制。２月，强化办税服

务厅建设，落实标准化、规范化服务要求，推进业务

同城通办和审批事项前移、远程办税，一般纳税人

网上认证面达９９．０３％，不断扩大远程报税面，普

通发票网络开票面率１００％。３月，开展“千人联千

企”服务调研，推行大企业“解读之家”、“高层合作”

点对点等个性化服务。４月，税收宣传月期间，印

发《纳税人权利义务宣传》读本１万份，向纳税人邮

寄税收政策宣传资料５０００份。全面上线运行江苏

国税纳税服务短信平台。５月，加强纳税人维权服

务，通过会议、辅导、“１２３６６”远程接听等渠道，多方

位、多角度收集纳税人的需求并落实反馈。６月，

进一步推行依申请涉税审批事项的前移工作，简化

办税程序，优化办税流程，压缩办结时限，切实保障

纳税人的合法权益。８～１０月，全面推行新版网上

办税系统、ＣＡ认证和ＴＩＰＳ系统上线。１１月，开

通省级“１２３６６”服务热线远程接听系统。

　　１１月１６日，市国税局召开财税库银（ＴＥＰＳ）系统上线

工作推进暨操作培训会

【创新思路异地强制执行欠税企业】　年内，某防

腐工程公司逾期拖欠税款２２２４６８．２元，欠缴罚款

２７６９９１．７６元，因股东纠纷处于关停状态。４月，

市国税稽查局执行人员经全面调查企业财产，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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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该公司在外县 （市）一银行账户有大量资金。

市国税稽查局创新思路，随即申请法院司法强制

执行。经过法院及时冻结、扣缴、划转，该公司

拖欠的税款、罚款全部入库，并依法加收滞纳金

９５０５９．０４元，合计入库５９４５１９元，实现异地强制

执行零的突破，有效地解决异地财产执行难题，

维护税收秩序。

（丁吕健）

地地地　　　　　　　　　税税税

【概况】　自２０１１年４月起，如皋市地方税务局更

名为南通市如皋地方税务局，下设税源管理分局５

个、纳服局１个、评估局１个、稽查局１个、职能科

室８个、事业机构２个。现有在职干部职工２０８

人。其中，党员１６３人，占总人数的７８％；本科以

上学历干部１７６人，占总人数的８５％；硕士研究生

５人。２０１１年，组织各项收入４８．２２亿元，同比增

长３１．６４％，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含教育费附加）

３１．０８亿元，完成政府目标任务的１１２．７１％，是

２００８年８．４亿元的３．７倍。一般预算收入对地方

财政的贡献份额达６８％，与县市级地税总量占比

达８３．４１％，一般预算收入总量、财政贡献份额、与

地税总量占比三项指标均列南通第一。全系统累

计获各类荣誉３８项，其中，国家级２项、省级６项，

首获江苏省地税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在南通地税系

统年终绩效考核中连续两年被评为优胜单位、连续

三年蝉联“十强型”领导班子称号，“阳光地税服务

工程”被评为如皋“十佳”服务品牌之一。

组织收入　年内，继续采取每年规范１～２个

行业或税种的管理方式，规范征管秩序，拓展管理

深度。正常性税款增幅高于总增幅８个百分点，房

产税、土地使用税两税基础数据准确率达９５％以

上，年所得１２万元以上个税同比上升３５４％。房

地产行业税收同比增长９８．８８％，增幅近南通平均

水平的３倍。个体纯营业税管户数量同比增长

３１％，税收同比增长４１％，继续位列南通第一。提

升增收促管向现实税源的转化效率，全年通过增收

促管直接增加税收２．８亿元，拉动税收增长９个百

分点，其中评估入库税款２．１亿元，占全口径税收

的７．１８％。２月，开展房产税数据信息采集维护。

３月，完成２０１１年个体定额调整工作。巡查个体

重点税源监控户。４月，组织各单位分析一季度税

收收入情况，并在公文内设立收入分析专报。５

月，采集维护房产税、土地使用税两税数据。６月，

组织各分局开展半年税收分析及下半年税源调查

摸底工作。配合审计局做好２０１０年度税收收入计

划执行情况同级审工作。７月，对基层各单位上半

年收入完成情况开展绩效考核，点评并通报收入分

析预测等工作完成情况。８月，开展１～７月份如

城镇建筑项目税收专项分析，重点抓好收入的序时

入库工作，提升税收收入质量。南通市地税局报表

税收分析系统评审会在如皋召开。１０月，开展一

至三季度收入调研和分析工作，细化行业税收、重

点企业税收、地区税收情况分析，强化全年税收情

况预测。１２月，开展车船税分乡镇分解及全年乡

镇报表年报调整。

税收征管　年内，实施税源专业化管理改革，

全面提升征管质效和信息化水平，改革转型期间

“人心不散、标准不降、秩序不乱”，形成“范围＋团

队”专业化品牌特色，实现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模

式顺利转型，管理事项划分为５大类７５个小类，对

应到３３个管理岗位。编制“职能配置表”、“人员任

职表”，将管理事项分解落实到具体管理岗位和人

员。策应税源专业化改革方向，促进个体公平遵

从，全面推行个体双轨代征社会化管理模式，编印

《个体社会化征管手册》，出台社会化征管部门职

责、业务流程、日常管理等制度，明确奖励办法。加

强与国税协作，形成个体“双轨代征”品牌，累计入

库个体税收７１９１万元，增幅４３％，管户同比增长

３９％，其中入库个体出租房税收８００余万元。１

月，专项检查园林绿化及市政建设工程税收情况。

２月，推进网上开票、发票换版和税控收款机推广

应用工作。３月，开展个体定额调整后的巡查工

作，与国税部门合作实施个体共管户的户籍和定额

对接。４月，编制管事制专业化相关业务流程和配

套制度，在农村分局试点推进专业化改革。５月，

组织开展教育、卫生行业专项评估。９月，开展个

体大户巡查。巡查、分析、监控７月、８月份超定额

用票和超索票比例用票调整定额情况、新办税务登

记纳税人定额情况、谢师宴高峰期定额外纳税情

况，找出个体管理薄弱点，提高个体管理质量。１０

月，完成全市２０个镇（区、园）个体及零散税收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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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工作，并在全市发文通报。１１月，南通市国税

局、地税局联合在如皋召开个体社会化管理现场

会，推介如皋市相关做法。１２月，完成办公互联网

“三集中”模式改造工作，对月定额５万元以上的纳

税人推广运用个体纳税人网开发票。开展重点行

业网开发票监控比对工作。

依法治税　年内，稽查查处５０万元以上案件

４起，其中１００万元以上案件２起，被表彰为省依

法治税示范单位、省法制宣传先进单位。３月，贯

彻落实地方教育附加提高至２％税收新政。４月，

开展符合清算条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

清算工作。５月，开展交通运输业区域税收专项整

治。６月，与国税部门沟通，强化非金融机构从事

金融商品买卖业务营业税征管。７月，开展２０１１

年度税收执法督查工作，调整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

率。８月，开展２０１１年度税收执法督查工作，组织

推进二、三产剥离，开展土地增值税清算、房土两税

税源管理工作（重点是地价并入房产税）。９月，参

与南通市地税局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系统开发。１２

月，存量房交易评估系统上线，推广应用所得税管

理模型。

【袁建甫荣登“中国好人榜”】　６月，在中央文明

办主办、中国文明网承办的 “我推荐、我评议身

边好人”活动中，市地税局干部袁建甫以 “携手

生病的爱人，侍奉年迈的父母，２０年真情不移”

的感人事迹，荣登 “中国好人榜”——— “孝老爱

亲好人”，成为引领道德风尚的全国道德模范。其

后，市委宣传部、文明委组织 “爱心巡礼”———

道德模范宣讲活动，在全市大力宣扬袁建甫先进

典型事迹。

【个体税收社会化征管经验在南通相关会议上推

广】　１１月１８日，南通市个体税收社会化征管现

场推进会在如皋召开。南通市国税局、地税局领

导，六县（市、区）国地税分管局长、征管科技科科长

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实地参观如城镇个体税收征

管办公场所，充分肯定如皋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密

切国、地税协作，成功构建个体税收“双轨代征”模

式做法。南通市地税局总经济师周宏建在会上指

出，如皋因地制宜、创新思路，强化国、地税联合，依

托实体运营，全力推进个体及零散税收“双轨代征

式”社会化征管，极具创新性、实践性，为南通市及

各县（市、区）专业化管理深入推行创造良好条件和

发展氛围

（姜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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