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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获省财政收入增收和省财政收入质量提升表彰单位称号　Ｐ２６６

财财财　　　　　　　　　政政政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实现财政总收入１２９０９８４

万元，占人代会预算９２．２１％，同比增收１８３５１４万

元，增长１６．５７％，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５３６０１２

万元，占人代会预算９４．０４％，同比增收７９７０５万

元，增长１７．４７％。全年财政总支出１２１５６３９万

元，同比增长２２．３３％，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７１０８２１万元，同比增长１７．４１％。市财政局蝉联省

法治财政建设先进单位称号，被评为南通市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度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农业农村综

合考核一等奖、财政投入农业先进单位。爱心财政

联盟被评为如皋市“十大”爱心品牌，长江镇（如皋

港区）“爱心妈妈团队”被评为第五届如皋爱心

团队。

组织收入　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总量保持

全省县（市）第八位。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税收收

入完成４４７１８３万元，同比增长１５．４９％。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中税收占比８３．４３％，排名全省第

八位。

预算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注重结果运用，将

部门预算与绩效管理相结合，构建财政资金全覆

盖、财政人员全参与、目标管理全过程的预算绩效

管理机制。对２０１１年度已审核实施完毕的１３个

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对２０１２年市水务局、卫生局、

法院３个部门整体支出和人口文化园、市人才发展

基金、农业保险管理费３个专项资金实施绩效目标

管理，压降支出预算３５．６％。对２０１２年市法院整

体绩效目标实施跟踪评价，试点性实现事前绩效目

标审核、事中绩效监控、事后绩效评价。如皋市开

展的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全省联动绩效评价连续三

年被省财政厅表彰为县级优秀单位。

国库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逐步推行用款计划

网上申报。全年办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６９６４６笔，

支付资金首超１００亿，达１１２．０６亿元。建立健全

财政账户管理长效机制。

社会保障　年内，市财政落实民生改善保障政

策。普遍提高退休职工养老保险金，增幅达１０％；

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由６０元／月·人提高到７０

元／月·人；新农合筹资标准由２６０元／人·年增至

３２０元／人·年。发放全市８０周岁以上老人“尊老

金”１７５４万元。拨付资金９０００多万元，实施基本

药物零差价制度。拨付资金３１６５万元，扎实推进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落实困难群众生活救助

政策，全年发放城乡低保金７７６９万元。按照“五

保”集中供养５２００元／人·年、分散供养３８２０元／

人·年供养标准，全年支出“五保”供养经费１９４８

万元。加大残疾人扶助力度，再补助“低保”家庭中

重残人员４１３５人、２９８万元。筹集资金３０００万

元，用于困难群众住房改造、完善城乡医疗救助体

系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拨付就业再就业资

金２１００多万元，补贴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险、公

益性岗位、小额贷款贴息等。落实安置政策，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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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退役士兵享受免费技能培训。强化各类社保资

金监管。３月，出台《如皋市就业专项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皋财社〔２０１２〕１２号）。发挥财政社保数

据分析比对管理平台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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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期，参培９０００多人。５月，创新开设“送培到

企”培训班１期。７月，组织全市少儿珠心算技术

比赛。４～９月，在全市范围举办学习《小企业会计

准则》有奖征文活动，收到稿件８０多篇。９～１０

月，开展会计人员持证状况检查。１１月，举办财政

支农惠农政策业务免费培训班，全市３５７人参加。

１０～１１月，组织６２０９人次参加会计从业资格无纸

化考试。１２月，会计管理工作获南通市先进，会计

诚信建设获南通市单项奖励。

农财管理　年内，市财政整合兑现２０１１年财

政支农激励资金２５９６万元，支农资金整合工作获

省级先进奖励。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运行机制

建设得到国务院综改办、江苏省综改办肯定，如皋

市被列为国家试点示范县。成功申报上级财政支

农项目１２０个，获补助资金４．３亿元。“一折通”发

放涉农补贴项目２９个、补贴金额２．７亿元。支持

全市村庄建设和环境整治，８个省级试点村全部通

过验收。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农桥１１０

座，完成镇、村河道整治３９７条（段）、共３８７．８５公

里，财政一事一议奖补道路建设１２６条、共１６３．８３

公里，如皋港水利枢纽建成通航，焦港闸水下工程

通过省级验收。加强经济薄弱村扶持，首批４４个

村全部通过南通市级中期验收，补助资金５３００

万元。

社会事业发展　年内，市财政支持教育优先发

展，拨付资金２．３８亿元用于教育重点工程建设、还

债和城乡学校设备购置等。统一城乡义务教育预

算定额，生均公用经费高于省定标准。落实扶困助

学制度，发放学龄前儿童资助、义务教育困难家庭

补助、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等２４８８６人

次、补助金额２０８６．５４５万元。非义务教育及其他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公务员及事业人员地方津

补贴调整全部落实到位。落实计划生育服务政策，

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特困救助等４００５万元。

支持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行政政法、司法救

助、社区矫正等专项资金得到有效保障。５月，汇

编国家、省、南通市近年颁发的仍在执行的有关行

政事业单位开支标准、财务管理制度等，进一步加

强财务管理和财政监督。

财政监督　年内，市财政局强化财政监管职

能。１月，印发《如皋市财政局２０１２年监督检查工

作要点》（皋财监〔２０１２〕２号）。２月，出台《如皋市

基层财政所（分局）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考核办法》

（皋财监〔２０１２〕５号）。同月，被省财政厅表彰为会

计监督工作先进单位。４月，选取１１家行政事业

单位实施会计信息质量检查。７月，选取３所学校

实施学校财务三级联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７月，

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检查。９月，将国

库科作为内部监督科室，实施立项监督检查。

政府采购　年内，市财政局完善政府采购专家

评审库，建成评审专家抽取系统。全年政府采购规

模８．１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７．９％，资金节约率

１１．２９％。２月，征集会员供应商，扩大网上竞价范

围。３月，出台《市级机关办公设备购置政府采购

管理办法》（皋政办发〔２０１２〕５９号），对行政事业单

位办公用品实行“统一标准、批量采购”，合理均衡

配置资产。７月，组织开展电子会员证认证和发证

工作。９～１０月，专项检查和测评定点维修、保险

单位，提高定点单位服务质量。１１月，开展政府采

购专项检查，规范采购人和供应商行为，提高政府

采购服务质量。

国资企财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落实市政府的

相关激励政策，促进企业加快发展。注重发挥职能

作用，及时兑现２０１１年全市新型工业化、科技进步

奖励资金３６００多万元。落实扩大内需政策，全年

发放家电、摩托车下乡补贴资金２９６５万元。６月，

制订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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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银行

业金融机构加大扶持地方经济力度，着力缓解发展

资金瓶颈。支持１８家企业获得科技成果转化风险

补偿资金贷款４９００万元。８月，省、如皋市财政共

同出资设立规模为１６００万元的“如皋市省级中小

企业融资风险专项资金”，首期贷款额度２．４亿元，

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创造条件。加大上争力度，

成功申报工业、外贸、科技等各类项目６６个、补助

金额２．１亿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按照部署，１０

月１日起落实“营改增”（即将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

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增值税就是对于产品或者

服务的增值部分纳税，减少了重复纳税的环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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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减轻相关行业税收负担。鼓励企业加大设备投

入，全年全市购置设备抵扣增值税达３．２６亿元。

加强交投公司一期债券存续期间管理工作，按时支

付利息。及时完善资料，积极推动二期债券发行准

备工作。

国有资产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理顺和完善体

系，规范国有资产处置，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３

月，原行政事业资产管理办公室更名为国有资产管

理科。出台《如皋市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皋政规〔２０１２〕５号）。６月、７月、１２月，牵头对

七大公司分别进行半年、时点和年终考核，注重绩

效目标管理。８月，印发《关于编报２０１１年全市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统计报表的通知》

（皋财资〔２０１２〕１号），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

动态管理。９月，印发《关于开展事业单位公务用

车清查工作的通知》（皋财资〔２０１２〕２号），开展事

业单位公务车清理。

投资评审管理　２月，市财政局增设投资评审

管理科，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管理。５月，出台《如皋

市政府投资项目财政管理暂行办法》（皋政发

〔２０１２〕７８号）和《如皋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财

政投资评审暂行办法》（皋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０４号），

加大市财政对政府投资项目监管的力度。对市本

级（含相关部门）及部分镇区工程建设项目以及与

工程相关货物采购项目组织前期评估以及概算、预

算评审，从源头上把握财政资金的投向和投入量，

有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１０月，出台《如皋市

财政投资评审委托社会中介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皋财规〔２０１２〕４号）。

镇财政管理　年内，市财政把基层财政所有工

作纳入规范化财政所建设平台，整合资源、汇聚合

力。坚持“整体推进、并列实施、分类指导”原则，落

实“市镇联动、结对共建”创建机制，各项工作在全

省处于先进。２０个镇（区）全部通过省二星级以上

档案验收，其中通过省三星级档案验收１６个。资

产管理规范创新，在全省率先推行乡镇资产条形码

管理。深入开展综合治税，进一步强化财政基础性

作用；基本建立债权债务台账，进一步规范管理流

程；将往来、票据清理转入长效管理。３月，出台

《如皋市财政局关于成立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工作领

导小组的通知》（皋财农〔２０１２〕２０号）和《关于基层

财政实施就地就近监管市镇联动的通知》（皋财农

〔２０１２〕２２号），推进乡镇财政资金就近监管试点县

建设，全市纳入监管资金总额８．４５亿元。组织阶

段性验收评比活动。９月，召开第四次规范化财政

所创建现场推进会。１０月，《中国财经报》到如皋

总结“如皋模式”，得到《中国财政》等媒体宣传推

介。１２月，国务院综改办、省财政厅领导到如皋视

察。规范化财政所创建经验做法在全省基层财政

管理工作会议上交流。

【如皋市获省财政收入增收和省财政收入质量提升

表彰单位称号】　１２月，省政府下发《关于表彰

２０１２年度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贡献较大质量较好市

县的决定》（苏政发〔２０１３〕４号），如皋市被授予省

财政收入增收表彰单位和省财政收入质量提升表

彰单位称号。

（张小俊　许瑞兵）

２０１２年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情况

　表５２

项　　目
完成数
（万元）

增收数
（万元）

同比增长
（％）

国税 ２７９０６２ －３２８５９ －１０．５３

地税 ４２１３３６ ７３６８８ ２１．２０

财政及社保基金 ５９０５８６ １４２６８５ ３１．８６

合计 １２９０９８４ １８３５１４ １６．５７

国国国　　　　　　　　　税税税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国税局继续保持省文明行业

称号，被评为全省国税系统信息工作先进县（市、

区）局。在南通市国税局目标管理考核中，两项重

点工作获金牌，两项日常工作排名第一，另有８项

工作排名进入前三。

组织收入　年内，市国税局累计完成税收总收

入 ３０．３７ 亿元，占年计划 ７９．８％，同比下降

９．８２％。其中，增值税２０．８５亿元，同比下降

１４．４５％；企业所得税 ８．０５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０．１２％。完成公共财政总收入２７．９１亿元，占年计

划５９．３１％，同比下降１１．１３％。完成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８．０９亿元，占年计划５９．９１％，同比下降

８．７２％。累计征收防洪保安资金４０５９．４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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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三解三促”、“千人联千企业”等服务活动，落

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累计办理出口退税１２．０１亿

元，办理政策性等退库１．１亿元，为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活力。

２０１２年全市国税收入情况统计
　表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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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０６００ ３０３７３３ ７９．８０ ３３６８１５ －９．８２

　１．国内增值税 ２０８４８４ ２４３６８８ －１４．４５

　　①直接征收 １７０７８４ １９６８８８ －１３．２６

　　②免抵调库 ３７７００ ４６８００ －１９．４４

　２．消费税 １１８３ １１２２ ５．４４

　３．企业所得税 ８０５１４ ８０４１７ ０．１２

　　①县级企业 ６９３９５ ６９１８６ ０．３０

　　②省属企业 １１１１９ １１２３１ －１．００

　４．个人所得税 ５８ ２６１ －７７．７８

　５．车辆购置税 １３４９４ １１３２７ １９．１３

二、政府完成情况 ４７０５００ ２７９０６２ ５９．３１ ３１３９９６ －１１．１３

　１．增值税 ３５２０００ ２０８４８４ ５９．２３ ２４３６８８ －１４．４５

　２．消费税 １０００ １１８３ １１８．３０ １１２２ ５．４４

　３．企业所得税 １１７５００ ６９３９５ ５９．０６ ６９１８６ ０．３０

三、退税情况 １１０００ ７９７６ ３７．９１

　１．增值税 １０５０５ ６４１５ ６３．７６

　２．企业所得税 ４９５ １５６１ －６８．２９

四、出口退税 １２０１３０ １８３０１３ －３４．３６

五、海关代征 ２１８５７６ ２３７２２１ －７．８６

　１．进口增值税 １９６，５６９ ２００２４３ －１．８３

　２．进口消费税 ２２，００７ ３６９７８ －４０．４９

六、一般预算收入 １３５０００ ８０８７３ ５９．９１ ８８５９６ －８．７２

　　税收征管　年内，市国税局落实税源专业化管

理各项要求，深化税源专业化改革。１～２月，制订

税源专业化管理目标规划和本土化地区纳税遵从

目标管理办法，完成《税源专业化管理岗职体系和

工作流程》及《基础管理部门岗责体系教材》编写工

作。３月，成立构建现代化税收风险应对新格局项

目组，确定税收风险应对现代化的目标方向、实现

途径和框架设计。在南通市国税局召开的税收基

础管理任务推送平台推广会上，如皋国税自主开发

的综合管理平台被９个县市国税局选用。４月，建

立风险应对工作制度８０项，在风险应对环节确立

“三个结合”、“三个比重”、“三无三不”运维模式。

４～５月，完成全市５３３３家企业汇算清缴工作，汇

缴面１００％。５月，召开涉税信息传递协调会，市政

府办公室牵头、政府各部门和各乡镇地方政府参

加，搭建信息交换平台。６月，开展出口退税新系

统上线工作，举办操作培训５期，培训办税人员

４００余人，保证新系统平稳上线。７月，将五分局调

整为专业办税服务机构，承担全市范围内办税服务

和部分基础管理职能，其原下辖四镇分别划归一、

四、六分局管辖。调整政策法规科职能，部分职能

划归新成立的纳税服务科。８～１１月，部署并推进

“营改增”试点工作，推出“营改增”试点服务举措８

项，办税服务厅增设“营改增”专用窗口３个，建立

“导税、辅助办税、咨询、营改增综合服务窗口”服务

工作流程。制订《营改增试点办税服务应急处理预

·７６２·财政·税务



案》，建立业务技术支持保障体系，确保“１０月１日

顺利开出发票、１１月１日顺畅进行纳税申报”目标

实现，被南通市国税局表彰为“营改增”试点工作先

进集体。１２月，省国税局以专题简报形式对如皋

国税加强重点税源专业化管理做法进行介绍。

依法治税　年内，市国税局开展纳税评估和税

务稽查工作，评估入库税款１．４６亿元，稽查入库税

款３５９０万元，查结案件１１４件，查处大要案４７件，

其中１０万元～４０万元大要案３４件，４０万元～１００

万元大要案４件，１００万元以上大要案９件，查结

案件、查处发票违法案件以及大要案数量均创历史

新高，稽查工作质量在南通排名第一。加强执法风

险内控建设，加强重点行业纳税遵从管理，年内下

发纺织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三

大重点行业应对任务３３５户，通过风险应对，此三

大重点行业当年累计补缴入库税款、滞纳金、罚款

３２１７．９７万元，增值税税负分别达３．６％、３．３３％、

４．４２％，在南通市国税局年度考核中排名第一。加

强重点风险企业纳税遵从管理，年内推进重点风险

企业应对工作，补缴税款及滞纳金１０５６万元，调增

近３年应纳税所得额９８１８万元，补缴企业所得税

９０１万元，重点风险企业管理两篇案例入选南通市

“十佳”重点风险企业管理案例。１～２月，在南通

市国税局执法风险指标库基础上，研究确立如皋市

级执法风险特征库。２～３月，拟定重点行业管理

实施方案，制订重点行业纳税遵从管理考核办法３

个。３～４月，对１５户重点风险企业案头、实地分

析情况，剖析企业涉税风险，识别涉税风险点８６

个。３～６月，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优惠、高新

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备案及后续管理、税务稽查等主

题风险分析防控。７～８月，开展对１８个重点执法

事项的层级内控测试工作，４５１人次实施岗位自

测，在此基础上，各分局开展抽测。９～１０月，开展

执法督察工作，检查４３６户。１０月，市国税局统一

对５项重点内控项目组织集中交叉测试。深化重

点税源预警监控，强化红色预警企业风险监控管

理，年内，下发应对红色预警２８户，有问题１６户，

有问题率达５７．１４％，应对成效７７０．６８万元，户均

成效２７．５２万元。

纳税服务　年内，市国税局办税服务厅被表彰

为南通市级机关“巾帼文明岗”、如皋市创先争优

“十佳”窗口服务单位。年内，市国税局持续推进远

程办税，一般纳税人网上认证面９９．０３％，不断扩

大远程报税面，普通发票网络开票面１００％，新网

上申报系统月使用率９８％以上，累计发送各类纳

税服务和政策宣传短信１８万多条。１～３月，搭建

“４Ｈ”服务平台，构筑“４Ｓ”服务体系，打造具有如皋

国税特色的“服务ｅ＋１”品牌体系，在南通市国税

局组织服务品牌评审中获二等奖。４月，税收宣传

月期间，通过“１２３６６”热线、短信平台、新办纳税人

学堂等多渠道开展税法宣传。修订《新办纳税人办

税辅导讲义》及各类《办税服务指南》、《办税服务导

引》，在内外网进行发布更新。５～６月，开展走进

大企业“客户服务”，为大企业提供个性化解读服

务。７～８月，成立办税服务专职机构，由五分局

承担全市范围内办税服务职能，市区主大厅、延

伸点、行政中心、车购办管理实现 “一体化”。

９～１１月，推广 “免填单”服务，将税务登记类、

证明管理类、发票管理类等８种涉税业务纳入

“免填单”服务范围。

（陶建国）

地地地　　　　　　　　　税税税

【概况】　２０１２年，南通市如皋地方税务局组织各

项收入５９．１９亿元，其中税收收入４３．６３亿元，同

比增长２１．８５％；累计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含

两税）３６．６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４６％，总量位居南

通县市第一。全系统获全国五好家庭、省五四红旗

团支部等省级以上奖励１１项，南通市级奖励１９

项。连续两年获南通地税系统年终绩效考核优胜

单位称号。

组织收入　年内，市地税局抓重点税种、项目、

行业管理，加强股权、资产转让、股息红利分配及高

收入人群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监控，新增个人所得

税１５００万元，加强企业所得税预缴管理，采取固化

预警分析方式，预缴所得税占比达８０％以上，率先

推行企业所得税模板化、标准化复审，复审阶段入

库企业所得税８３８万元。强化房土两税管理，新增

税款１０００多万元。加强印花税征管，组织追征国

土部门土地出让合同印花税１０８１万元。通过房地

产业一体化管理，入库房地产与建筑业税款６１５万

元，组织开展专业化管理事项质效评估，新增税款

·８６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１１９５万元。强化收入质量管理，定期编发《税收分

析专报》，汇编《大额税收入库项目服务指南》，放大

“内管外促”效应，引导实施“营改增”应对策略，主

动加强部门协作，保证试点工作有序推进。运用税

收杠杆，助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做强做优三产服

务业，壮大地方税源。１月，开展年所得１２万元以

上个税自行申报工作，提升个税贡献份额。２月，

开展分行业、分税种收入质量分析。３月，完成

２０１１年个体定额调整工作。４月，开展对房土两

税、企业所得税预缴等季节性税款征收清缴。５

月，开展房土两税数据采集及维护工作。６月，清

理个体税收和专业市场税收。７月，开展交通运输

业代征代扣专项督查。８月，开展收入质量专项督

查。１０月，清算土地增值税，清理２０１２年度教育

劳务营业税，开展重点税源企业风险综合分析、结

算管理工作。１１月，清查１～１０月份耕地占用税

征收情况，协同市国土局做好征收和入库。１２月，

组织房地产税收调研和税收贡献分析，开展重点房

产企业税收专项检查。

税收征管　年内，市地税局推进专业化机制完

善升级，重新梳理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岗职设定、

协作流程等主要环节，出台税源专业化岗责体系规

范，建立扎口统筹任务管理机制、分类分项风险应

对标准、科学配套考评体系，新系统机制运行到位

时间位居南通六县（市区）之首。１月，开展新年度

个体定额调整工作，强化发票预警线管理。２月，

开展２０１１年所得１２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申报、网

开发票推广应用工作。３月，出台营业税差额征税

管理办法，做好支付外国企业和个人佣金及非金融

企业金融商品买卖营业税专项清理工作。４月，出

台风险管理、数据管理、税源管理、机关实体化运作

等文件，建立风险管理考核体系和风险管理监控指

标体系。５月，开展房土两税税源普查工作，推进

船舶车船税委托代征。６月，抽查８户金融业纳税

人，分级分类检查Ｂ类制造业纳税人，开展对房地

产、建筑业专项检查及诊疗式辅导。７月，规范存

量房管理征收，整理价格认定中心采集的存量房信

息、导入存量房评估软件。８月，组织Ａ类企业分

级分类检查，开展住宿行业税收检查，继续组织开

展Ｂ类制造业分级分类检查工作。９月，开展“营

改增”政策调整后工作调查、分析，开展“营改增”单

位专项评估和核实工作。１０月，完善专项分析指

标和房土两税主题管理模型，完成房土两税模型在

大集中系统内业务测试、调度和指标文档。１１月，

实施大企业管理办法，明确大企业管理名单及组织

方式。１２月，开展２０１３年个体定额调整工作，确

定定额调整方案，监控营业税起征点调高后个体发

票使用情况，制订管理办法。

依法治税　年内，市地税局按照“组织到位、部

署到位、迎查到位”要求，完成南通市地税局组织的

税收执法督察和对征收序列专项督察，组织开展规

范执法示范岗创建活动，执法规范化水平名列南通

六县（市区）前茅，被南通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评为

法治南通先进单位，所属三分局被南通市地税局表

彰为首批依法行政示范单位。１月，开展新车船税

法贯彻实施工作。２月，货物运输业自开票纳税人

年审。３月，开展２０１１年度征管质量解剖、依法行

政工作检查和２０１２年一季度个体定额巡查工作。

４月，开展中介机构的税收专项检查。５月，开展门

临发票中房屋出租税收执法督察工作。６月，组织

所得税征收方式认定及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复审，

进行企业所得税后续项目管理。９月，推进个人所

得税直接管理，开展２处以上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

结算工作。１０月，做好１２万申报、２处以上工薪所

得、房土申报数据审核。１１月，开展高收入人群评

估与稽查工作，组织开展土地增值税清算。１２月，

开展部分沉案积案的补正结案工作及执法督察有

关问题整改工作。

【“中国好人”袁建甫家庭获全国“五好”文明家庭称

号】　６月，如皋地税局袁建甫家庭被中宣部、全国

妇联表彰为全国“五好”文明家庭，这是袁建甫继上

年被中国文明办评为“中国好人”后获得的又一

殊荣。

袁建甫２０年与身患尿毒症而换肾的妻子不离

不弃、相濡以沫，悉心照料多病的双亲；３０载如一

日，始终坚守岗位，清正廉洁，用最朴实的行动践行

着如皋地税人“诚信、责任、进取”核心价值追求。

全家人不忘关爱他人、回报社会，积极帮助邻里、困

难家庭，尤其是一些失去父母的学龄孩子，且从不

留姓名和索取任何回报，获得广泛赞誉。

（姜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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