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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袁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为 33.52 亿元袁
增幅 8.5%袁税比 80%遥

培植财源支持发展

坚决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袁强化税收协同共治袁提升收入质
量遥加快城市开发节奏袁提升城市经营收益遥发挥财政资金撬动
作用袁支持科技创新袁培植税收贡献高尧可持续发展的税源经
济袁实现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遥

统筹资金保障民生

始终将民生支出放在财政支出的首位袁 优化支出结构袁兜
牢野三保冶底线袁支持加快补齐民生短板袁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袁支持扶贫政策接续实行袁持续加大人居环境尧安全生产等保
障力度袁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尧幸福感和安全感遥 同时袁统筹资
金全力支持县委尧县政府确定的重点工程尧重大项目建设遥

全面推进绩效管理

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袁全方位开展事前评
估尧事中监控尧事后评价袁确保覆盖所有财政资金遥 加强绩效评
价结果应用袁推动财政资源精准配置袁激发部门积极履职尽责
动力袁推动重大项目和政策加快落地遥

切实加强资金管理

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袁 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袁野三公两
费冶只减不增遥 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袁实行存量资金与预算
安排挂钩袁新增支出优先动用存量资金遥 将符合条件的城市建
设尧环境卫生等民生项目袁全部转列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遥

严格防范债务风险

强化国资国企管理遥 按照野主业突出袁主辅有别冶的投资原
则袁加强国企竞争性领域监管遥 深化国企国资改革袁提升资质信
用评级袁加强资本绩效管理袁引进资本参与产业投资袁增强市场
化运营能力袁不断做大县属国有公司资产规模和主营业务收入遥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县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袁贯彻落实高
质量发展要求袁狠抓财源培植袁强化收入组织袁注重精准扶
持袁加大财力保障袁狠抓精细管理袁财政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袁 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撑遥
2017 年袁财政重点工作被省财政厅考评为一等奖袁财政管理
工作受到国务院尧省政府通报表彰袁当年累计获得奖励 3500
万元曰2018 年袁 财政重点工作被省财政厅考评为三等奖袁获
得奖励 400 万元曰2019 年袁财政重点工作被省财政厅考评为
二等奖袁获得奖励 600 万元曰被省文明委评为 2016-2018 年
度省级文明单位曰连续 4 年被省财政厅评为法治财政标准化
管理先进单位遥

2020 年袁我县财政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县委决策
部署袁加大激励扶持袁夯实增收基础袁强化财政保障袁致力改
善民生袁深化绩效管理袁切实防范风险袁为全县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尧加快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撑遥

财政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努力克服新冠疫情影响袁积极做好野六稳冶野六保冶工作袁
有效促进了经济恢复增长袁 全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0.9 亿元袁增幅 8%袁税比 78%遥 主体税种占比稳步提高袁地
方五税占比逐步下降袁税收结构得到优化遥强化税收协同共
治袁通过查补和信息比对共入库税收 2.53 亿元遥

积极支持疫情防控和疫情影响应对

紧急协调绿色通道尧加强资金统筹整合袁安排镇区和重
点部门专项防控经费 3401.15 万元遥 全面落实新冠疫情惠
企政策和减税降费措施袁 全年累计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
4.71 亿元袁缓征困难企业税收 0.72 亿元袁免征社保费 2.98
亿元遥兑现上年度促进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尧科技十二条奖
补尧商务激励奖补尧农业农村工作考核奖补等县级奖补资金
1.91 亿元遥 认真开展科级干部挂钩企业复工及疫情防控工
作袁积极为企业做好贷款担保尧资金过桥服务袁降低担保费
率尧减半收取过桥资金占用费袁为 189 家县内企业提供贷款
担保 39.6 亿元袁减收担保费用 242.36 万元曰为 66 家企业提
供过桥资金 12.09 亿元袁 减收过桥资金占用费 123.6 万元曰
县行政单位及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减免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房租 86.32 万元曰 县国有企业减免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租
金 426.93 万元遥

统筹资金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坚决落实政府野过紧日子冶的要求袁贯彻落实野六保冶任
务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袁压减一般性支出袁严控野三公冶经费
支出袁优先保障野三保冶支出遥 全年民生支出 82.18 亿元袁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5.5%遥 争取新增债券资金尧抗疫特别
国债尧特殊转移支付资金共计 38.7 亿元遥 争取再融资债券
资金 9.1 亿元袁缓解了政府债务偿还压力遥 争取企业养老保
险省级调剂金尧减费补贴 10.15 亿元袁保障企业职工养老金
足额发放遥 安排引导资金 5.87 亿元尧专项资金 16.53 亿元袁
支持县域产业发展袁提升基层公共服务遥统筹安排各类扶贫
资金 10.9 亿元袁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遥 全年完成各类项目
评审 473 个袁送审金额 71.79 亿元袁核减 7.36 亿元袁核减率
10.25%遥

深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严格工作机制袁规范资产处置行为袁加强对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遥 引导国有资本重点投向优势支柱
型产业尧战略性新兴产业尧现代服务业等袁深耕主体行业袁明
确主业发展目标尧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袁逐步提高五大国有
公司市场化经营比重遥压缩国有企业管理层级袁开展无资产
无实质经营的二级及以下公司清理整顿遥 加强国有注册资
本管理袁壮大国有资本规模袁为城建集团尧三维集团尧沿海投
资公司等 4 家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金 12.54 亿元遥 预计县属
五大公司实现资产总量 669.5 亿元尧所有者权益 244 亿元袁
当年实现营业收入 58.1 亿元遥

本版策划尧组稿院黄亚军

到野十四五冶末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确保 50 亿元尧力
争 55 亿元曰隐性债务全部化解完毕袁提前完成 8 年化债
目标遥

主要推进措施院
抓好野增收冶袁提升财政综合实力遥 在落实减税降费

政策基础上袁强化税源谋划袁培育税源经济袁为财政增收
提供源头活水遥 同时袁抓好重点行业和企业税收征管袁依
法征收尧应收尽收遥 积极保障城市发展袁增强城市经营收
益能力遥

抓好野节流冶袁落实过紧日子要求遥 坚持政府过紧日
子袁做到有保有压尧有促有控袁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遥
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袁落实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
机制遥 优化支出结构袁统筹资金重点保障民生领域支出遥

抓好野保重冶袁兜牢底线稳定投资遥 坚决兜牢野三保冶
底线袁管好用好中央直达资金袁落实养老尧低保等提标政
策遥 统筹上级资金尧地方政府债券等支持保障全县野十四
五冶期间民生实事尧重点工程建设遥

抓好野增效冶袁推进财政管理改革遥 落实新一轮预算
管理改革要求袁完善预算支出标准体系袁推进预算管理
一体化建设袁加快构建全方位尧全过程尧全覆盖的预算绩
效管理体系曰持续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主业发展袁提升市
场化运营能力遥

抓好野风控冶袁强化政府债务管理遥 加强债务管理能
力袁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遥 加快隐性债务化解袁债务风
险等级降至绿色区间遥 同时袁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经营
性债务管理袁提升国有企业资质资信袁增强直接融资能
力袁压减融资成本袁防范债务风险遥

’2020 回眸

’2021 展望

“十三五”盘点

“十四五”愿景

局机关传达学习县十五届六次党代会精神

组织志愿者到振阳街门店宣传文明城市创建

局党委中心组学习接受野四巡三考冶

履行野一岗双责冶责任袁开展分管领域
作风建设和廉洁自律约谈提醒遥

走访慰问建国前老党员

召开县委驻四
明镇扶贫工作队成
员单位会议袁 布置
脱贫攻坚核查工
作遥

组织职工到东台市廉政教育基地开展野5.10野廉政实境教育

督查挂钩网格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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