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亦財法 〔2019〕 2号

美子根送 《亦州市財政局2018年度法治
政府建没工作患箸》的根告

市政府:

現格《亦州市財政局 2018年度法治政府定浚工作恙第》扱上,

清常岡。女口有不当,清指示。

附件:《亦州市財政局 2018年度法治政府定没工作恙結》

亦州市財政局

2019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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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亦州市財政局 2018年度法治政府

建没工作忌錆

2018年 ,我局以コ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力指早,

仝面貫御落実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仝会精神,晨班新担

当,杏友新作力,依法仝面履行取貴,不断深化法治財政林准化管

理,絞好地完成了我市法治政府建没工作任券。東荻 2010-2017年

度仝省法治財政林准化管理成須突出単位、2017年度仝市依法行

政工作先逃集体。現格主要工作情況扱告政口下:

一、以法治的理念引飯財税改革

(―)i物落美財税茂革政策,深化預井管理皮革

1.支持深化供分叡1結杓性改革。深入推逃 “三去一降一ネト"

工作,落実降成本工作牽共部11責任,制定出合 《2018年亦州市

供外側結胸性改革降成本実施方案》,明碗仝年降成本工作的重点

任券和責任分工,オし実推逃、逐条落実。据銃十,仝年仝市完成降

低企立負担可量化数据釣 360化元。墾須深化市、区事杖均支出

責任支1分改革,提升基本公共服券均等化水平。升晨差男1化城鎮土

地使用税政策,持須眼踪差男1化城鎮土地使用税政策実施状汎,釈

板促逃土地資源市豹不1用 和十1造立特型升須。オし実如致升晨不保

“費政税"工作,実現了不保税改革在我市的平稔落地。か快推逃

重点水声品牧入保隆拭点利政府支出た済分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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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漆功名制中期規支|。 接照“銃等当前K延、堅持同逝早向、

実施漆功調整、強化豹束机十1"的原只1,制定了《美子編+12019-

2021年亦州市鉄中期財IFk規支1的重知》,在部署 2019年部11萩算

叶,同歩編制未来三年中期規表1,端制市立項目未来三年漆功預

算,均 年度萩算一井上扱市政府。年度萩算均中期財政規支1同 歩端

+1,合理挽定未来三年財政lll支政策和重大項目資金安羽|,実現規

支1期 内萩算1文支的跨年度功恣平衡。

3.奄1新机十1提升資金使用須妓。仝面貫物党中央、国弁院美

子仝面須数管理的工作部署,不断健仝仝面須数管理机制,推逃預

算和須数管理一体化。強化項目仝周期鏡数管理,実現曰林管理、

須残眼踪、須残坪介、劣果泣用的仝辻程岡不管理。カロ大須数管理

萄萩算管理的融合,実現象残曰林均預算同歩瑞制、同歩常核、同

歩批隻和同歩公升。声格落実房行市釣各項十1度 ,在部11萩算編十1

中,注重仇化支出結杓,圧錆一般性支出,城少対象残不高項目的

預算安羽卜,圧城 “三公"笙費支出,排出更多的資金用子保障城税

降費、民生実事等項目。

(二)未撃勿実岩施,深入推辻依法行政工作

1.科学渫支|仝年依法行政工作。曰銃 《2018年法治亦州定没

工作要点》、《2018年亦州市法治政府建浚工作要点》、《江募省財

IFk斤 深入推辻法治財政林准化管理実施意見》,十1定 《方州市財政

局 2018年度法治財政工作十支|》,分解落実法治財政和法治IEk府

建浚工作任券以及 “放管服"改革要求,按照 “進主管、進落実"

的原只1,在 日常財政管理中落実工作責任,微到銃箸規支1、 整体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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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2.深入推逃 “六位一体"法治財政林准化管理。大真貫御省

斤実施意几,全面落実 “六企林准化",`口友市区法治財政林准化

管理指林体系。規苑整理仝局林准化管理工作台敗,4省斤凋研督

査荻坪仝省法治財IFX林准化管理成須突出単位。対省斤凋研督査

提出的意見、建洪,已仝面落実至1位。

3.有序推逃 “三須四′点"財政部示疱点奄1建。四家奄1建単位

曰銃奄1建 曰林,如化措施真机実千。我局曰銃重大行IFk決策林准

化、臭中区財IFI局 曰銃内部管理十1度、臭江埜済技木升友区財IFt局

和木漢鎮財政和発声管理局逃行法治財政在基晨的実践探索,先

后出合多鎮、升友区財政法治財政定没指林。2018年 10月 ,財政部

対我市法治財政示疱点建浚逃行寺趣凋研督早,我市奄1建工作荻

得督早俎充分肯定。

4.秋板争先奄1仇 ,「大法治財政影的力。“推邊重大行IFt決策

規苑管理林准化建没"荻坪 “2018-2019年市須依法行IEX示疱項

目"。 俎鉄申扱仝省法治財政林准化管理示疱項目,就 “仝面推逃

財政監督流程林准化"升晨奄1定。

二、以法治的力量提升履取水平

(―)聰ヤネ辻林好財政水史管理

接照年初制定的牧入曰林和工作十支1,脚踏実地、オL実椎逃。

仝年我市財政完成一般公共萩算牧入 2120化元,増 K ll.1%,其

中税牧牧入完成 1929.5化元,増 K15.3%,税牧占♭ヒカ 91.0%。

牧入恙量、増量、税 1文 占しヒ墾須保持仝省第一。牧入恙量占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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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税牧,こ 量占 26.6%。 同時,孤好萩算支出抗行逃度,仝年

完成一般公共萩算支出 1952.8化元,支出逃度迷至196.08%。

(二)か夫民生事上保障力皮

不断か大民生投入,特月1是在教育、医疼、界老、就立等重要

民生頷域,財政資金安羽F都 実現較快増く。支持基拙教育均衡友

展,推逃健康亦州 “531"行功汁支1,カロ快赤老机掏場所和服券浚

施建浚,か大就立奄1立扶持力度,合理提高各項社会保障林准,実

央在在提升了人民群企的荻得感幸福感。此外,緊緊El甕 多村振米

哉略,奄1新 多村投融資机十1,カロ快形成財政仇先保障、金融重点仮

斜、社会私板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出合寺11工作意几,仝力微好

各方面的資金保障,支持堡決打鼠 “三大攻堡哉"。

(二)張化財政政策支持

秋板主功助力企立友晨。El統市委、市政府“一基地、一高地"

建浚、建没 “四企名城"等重点哉略部署,我局在科技奄1新、声立

升須、人オ引逃、金融服券等方面不断カロ大投入力度,カロ快推功渉

企寺項資金整合,友拝財政資金集衆残庄。秋板出渫友1策 ,多途径

箸措資金,仝力保障政府重点工作和実事項目的順利実施。か大奄|

新31早基金近用,日 前基金己完成 12支子基金的投資決策,決策

投資金額 37.5化元,子基金合十在亦州似注肝的
`意
規模迷 248化

元,友拝資金放大及泣,在培育埜済増K新功能方面友拝了秋板作

用。

(四 )汗格管理政府性債弁

堅持 “仝口径、仝辻程"式芦密監管,接照財政部和常十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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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碗定的地方政府債券和聰性債券口径,完成分炎決定債弁炎型

和規模銃十,微至1債弁規模仝口径掌握。建立常恣化僕迩机+1,樵

歩推逃債券畳換債弁工作,妥善消化政府聰形債券,制定完成債弁

10年化解方案。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推邊投融資平合特/.l友晨 ,

通辻注入仇反資源,提升投融資平合公司姿声反量。

(五)依法依好信
`態
公升。

完善政府信
`息
公升内部管理制度,重新修汀 《募州市財政局

政府信 `き
公升十1度》、《亦州市財政局部11図堵管理暫行亦法》和

《IEX券公升内部控制キ1度》等。十1定 《募州市財」EX局 2018年 IFA券

公升工作要′点実施方案》,落実各項責任分解,保障仝年政弁公升

工作高反量完成。量反井挙倣好信 `息友布工作,重 ′点倣好財政預決

算、重大定浚項目批准和実施飯域、公共資源配畳飯域等重点飯域

的財政信′息公升任券。汰真倣好依申清公升答隻工作。仝年共牧到

政府信
`息
公升申清 14件 ,祢助市府亦提供答隻意几 1件 ,答隻意

兄均在近ミ合法性常査后,依法依規答隻申清人。

三、以法治的制度仇化財政管理

(―)実現重夫行政決集常恣化管理

劣合財政部11取責和年度重点工作,十1定年度重大行政決策

事項目永均后坪借曰永井対外公布。仝年十1定我局重大行政決策

事項 1項 ,須鉄升晨重大行政決策后坪仕事項 1項。不断完善重

大行政決策十1度体系,年内修資《募州市財政局重大行政決策程序

規定》,印友 《赤州市財政局推逃重大行政決策楷条管理工作的拭

行意几》,重大行政決策科学化、規疱化水平逃一歩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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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実現規疱性え件林准化管理

オし実落実年度規苑性文件制定汁丸1和后坪借工作十女1,仝面

落実征求意几、そ家浴江、凩陰坪借、法律常核、集体廿搭等不市。

在法律常核中同歩升晨政策解減法律申核。仝年制友規疱性文件 4

件,幻須坪借規疱性文件 1件。完成江募省財政斤布畳的《江亦省

省須財政寺項資金管理亦法》第一小_21立法后坪借工作任券。

(二)充分友拝法律願同作用

奄1新法律販同管理模式,促逃法律販同在財政行政決策和渉

法事券中友拝更大作用。仝年法律版同決真履行取責,私板参均我

局重大行政決策、規苑性文件十1定及后坪借、IFk府合同常核、渉法

渉折条件常査、渉法疑准 1司 趣丈理等工作,力提高我局依法決策、

防橙法律凩隆微作出了釈板貢献,仝年法律販同共出具寺立意兄

14分。

(四 )建立/Ak子党争常査工作4JL+1

-足 印友 《茅州市財政局公平党争常査制度実施如只|》,明挽

局公平荒争常査的基本原只1、 常査疱日、常査林准、常査流程,ミ

辻建章立制,逃一歩如化公平克争常査工作的具体要求。二是根据

市政府及市公平克争咲席会政要求,対照公平党争常査要求,姐 須

対存量文件、増量文件邊行杭理,共常査渉及市場主体姪済活功的

存量政策文件 36件 ,増量政策措施 21件 ,均不逹反公平党争常

査要求。三足接照仝市統一部署,会同其他四家単位対工上国区和

太合市逃行公平党争制度落実情況升晨寺項督査。

(五)メ 密内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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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汀《亦州市財政局内部控制牛1度》和 《募州市財政局内部管

理十1度》,切実提高凩降防控能力和内部管理水平。編制 《財政立

券一本週》和 《財政声管貝手冊》,規疱財政立芥管理。新版内部

控制制度体系涵監萩算端キ1管理、国庫資金管理、萩算仇行管理、

財政監督管理和行IFX近行管理等 “五大方面",明挽了局各部11関

位取責,強化了内部流程控十1,よ制度建浚上倣至1出 位有牽制,枚

力受釣束,凩陰可控十1,形成了 “科学、規疱、高妓"的財政内部

近行体系。

四、以法治的利全J準押公平正文

(一)戸格落実行政れ法貴任牛1

仝面落実行政抗法責任十1。 落実行政抗法監督年度十支|キ1度。

俎鉄容河年度行政仇法責任ギ。カロ張行政仇法人員管理,4縁新申

頷机法江人員参カロ培シ1和考拭。 須須仝市財政系統抗法案巻坪査

和典/.l ttfal分析会。釆IIP各単位自査和市局集中坪査的方式,対各

美仇法案巻栓査中存在的同題逃行了通扱,分析原因、如化整茨要

求。

(二)深入推行 “双随れ"わ “双/Ak示 "

接照随机抽II載栓査対象,随机地派机法栓査人員的原只1,随

机幻成 4企栓査俎対市属 12家行政事立単位升晨財IFX妹合栓査 ,

逃一歩規疱萩算単位財券利姿声管理。週辻“亦州政府釆殉随机抽

逍系筑",逃行IFX府釆殉代理机杓的 “双随机"仇法栓査。対 34家

代理机杓逃行了仝流程多項目的眼踪杭理和抽査,対友現的同趣

及叶作出財政監督栓査丈理決定或栓査結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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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在我局11声 回堵上公示井向市信用亦上技了 10条

吸 公/TN"数据,全部力行政炎調美信息,井在城信募州系銃中接

叶上扱了 吸 公示"月 扱表。

(二)継鉄升晨机法茉春汗査

墾須須須升晨年度行政仇法案巻坪査。対各市、区財政局的行

政丈蜀、行政斎可、政府釆殉投訴丈理行政裁決案巻和財政監督栓

査丈理案巻逃行了集中坪査。対各炎抗法案巻中存在的共性同趣

逃行了近扱,要求各地整改落実。結合案巻平査升晨以案猾法,姐

鉄各地交流了本格区的行政隻洪、行政訴松典型案Frl。 釈板撰写財

政典型条例分析,在仝省案frl分析交流会上荻重点交流。

(四 )規疱渉法渉折事弁管理

落実 《亦州市区財政渉法渉訴事券管理亦法》,逃一歩規苑法

律申核。片格仇行重大仇法決定法制常核十1度 ,未姿法制常核或常

核未邁辻的,不得倣出決定。健仝政府合同的内部管理,対限叡以

上的政府合同升晨合法性常査,近辻事先常核防疱法律凩隆。仝年

除規疱性文件、重大行政決策事項クト,共常核具体行IEX行力、政府

合同等 139件。健仝炎室法律常核流程,丈K批亦、初核、隻核、

炎K常定取責清晰、流程到位、辻程留痕。

(五)妥善処理夏洪泣訴条件

仝年新牧 23件隻洪申清,受理 17件 ,上一年度結秦 5件。

裁上曰前已亦結 27件 ,未常結 1件 ,撤硝下須財政机美具体行政

行力 5件。完成 6件行政夏洪条件的答隻工作,未友生具体行政

行力被隻決机美撤硝或交更的情形。仝年友生一申行IFX泣 折条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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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常均腔訴,負 責人出庭率迷至1100%。 不断強化隻洪泣訴立

券学コ培)|,幻須隻洪泣訴典型条例交流,仝面提高新形勢下隻袂

泣訴能力,妥善化解行政争洪和社会矛盾,保江財政資金、財政千

部双安全。

五、以法治宣倍拡大財政影胸力

(一 )lll定普法キ皮工作汁畑

局党俎把実施普法工作十歳1作力年初重点工作部署,杵法治

宣侍教育納入仝局性工作。年初,我局印友 《2018年赤州市財JEX

法治宣侍教育盟財政宣侍月実施意几》,八学法用法、公共媒体、

普法 “六辻"、 寺題培)|、 財政省口、“12.4"完 法宣侍六大寺題 ,

分解落実各項普法任券,明挽宣借主趣、宣借対象、宣侍方式和責

任部11,把年度普法工作以文件固化責任到尚,同 F・l,対十支1仇行

信息邊行反債釆集,定期リヨ納。

(二)強化普法工作れ+1

結合新形勢,修資了《芥州市財政局法治宣借教育管理亦法》,

明碗了各炎室、宣属単位法宣工作的各自取責;修資了《亦州市財

IFt局 千部学法用法十1度 的実施意几》,在実施机十1、 頷早取責、学

コ内容、学刀形式等方面作了一介指南。

(二)か張財政千部学法

一是十1定年度法律法規学ヨ十支1,根据法律法規更新情況,十1

定学法曰永,碗保財政千部法律知沢緊随時代友晨。二是俎鉄局頷

早千部学法用法。以定浚法治型党俎須力引頷,建立健仝飯早班子

集体学法十1度 ,局 党姐学コ中′さ俎己集体学法 4次。三是対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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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11名 科須千部逃行法律法規知沢考拭,以考促学,以考促用。

四是姐鉄第十一期赤州市財会千部依法行政能力提升培ツ1班。五

足俎鉄召升了仝市政府釆殉条例交流培り1会 ,増 強了政府釆殉渉

法渉訴条件的法律lXt隆防注意沢,対落実“進抗法進普法"責任制、

切実升展 “以案希法"的法治宣侍教育培)1工作有重要意又。

(四 )を1新法治宣待形式

一是仝年接叶更新 “法治財政"ス采培,展示 “七五"普法

成数,激励財政千部普法工作更逃一歩;二足推送財政IEX策法規。

局11声 回堵 “財政普法桂曰"更新 25期 ;三足墾須机好亦州日扱

鶴 攻宣借月"寺刊宣侍工作;四足唸1作微祝叛 “我々完法",こ

ミ貝活多祥的形式和人民群炎喜同示兄的方式,推功完法走入日

常生活,完法精神逃一歩深入人′む;五是在建没財政局党建晨克信

吋,等建財政法治建没展示斤,探索打造財政法治文化眸地;不1月

“財政宣侍月"、 “法律六辻"、 “美愛民生法治行"等恵民重大活功,

深入相城御容社区、臭中区光福鎮香雪村,以及通ミ姐鉄法律知沢

党界等形式,片た深入宣侍財政法規。

(工)オし実倣好 “七五"普法中期坪仕

接照財政部、省財政斤部署,ス真
`悠
結中期普法工作,及叶向

省斤扱送 “七五"普法中期坪借扱告。接市依法治市亦公室要求,

正式上扱普法中期工作報告及相美台来。年終,対照政法信
`意 系統

考核指林,接 Ell完成数据釆集扱送任券;年度法治定浚鏡残考核自
査白坪表、資料和恙結《党政主要負責人履行推逃法治建浚第一責
任人取責清単》及叶上扱市依法治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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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法治的手段促避社会和t皆

(一)決真落実行政調解工作

貫物落実行政凋解工作要求。杵行IEX渭 解夕1入年度法治財政

工作任券。私板升晨行IEX渭 解宣借教育活功。主功公升行政渭解各

項工作牛1度 ,提供行IEA凋 解申清ギ格式文本。接叶筑汁上扱季度行

政凋解筑汁表及扱告。

(二)か張和及辻信労工作

2018年 ,我局共1交至1両会建洪提案共 95件 ,其中,人大建袂

46件、政lll提案 49件 ;由 我局主亦的 13件 ,llT助其他単位亦理

82件。明碗答免責任分工,芦格按照規定期限答夏,強化提案袂

案亦理廣量。2018年所有建洪提案已接照市IEX府要求在 5月 底答

隻完半,井 向提出建洪提案的人大代表、政lll委員寄送了ギ面答隻

意見,満意率迷rl1 10o%。 今年共回夏市委ギ通信箱来信 8封、市

K信箱 4封、部日信箱来信 46封、中国赤州1公∧監督平合来信 39

封。

信息公升逸項 :依申清公升

＾，

ヽ

・で

・

抄送:市建没法治政府工作頷早小俎亦公室 (市 司法局),省財政斤

芥州市財政局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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