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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概况】　2015年，绍兴市实现财政

总收入602.19亿元，同比增长5.3%。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2.89亿元，

同比增长5.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21.4亿元，同比增长12.8%。

市区实现财政总收入390.97亿

元，同比增长6.4%。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234.13亿元，同比增长6.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0.81亿元，同比

增长16.7%。

市级实现财政总收入132.92亿

元，同比增长7.5%。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82.69亿元，同比增长4.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2.27亿元，同比

增长12.2%。

表12-1  2015年绍兴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表
… … … … … … … …单位：万元

指标 全市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财政总收入 6021890 1329214 1605437 975003 1129322 467896 515018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628935 826943 978488 535837 715894 291745 280028
……1.税收收入 3155609 709602 831029 486426 624193 262396 241963
…………＃增值税（25%部分） 476148 80431 133576 90526 78994 39303 53318
　　改征增值税 73536 21512 9701 11087 22240 4822 4174
　　营业税 842066 217698 193542 119834 188663 60710 61619
　　企业所得税（40%部分） 429267 87665 111699 80350 85291 28635 35627
　　个人所得税（40%部分） 161462 40274 36313 29701 31101 9843 14230
　　城市维护建设税 185391 50049 39241 31310 35077 16198 13516
　　房产税 195864 42399 79706 24753 26525 12436 10045
　　耕地占用税 53931 5201 15868 12682 12988 4740 2452
　　契税 171315 46609 45617 20631 30065 18244 10149
　　其他税收 566629 117764 165766 65552 113249 67465 36833
……2.行政事业性收费 13814 5383 1243 1943 2505 1449 1291
……3.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9658 -22000 2522 -5269 — -4411 -500
……4.罚没收入 107668 35995 16179 8386 34919 8165 4024
……5.专项收入 308753 80523 83992 42418 48800 23054 29966
……6.其他收入 72749 17440 43523 1933 5477 1092 3284
二、地方上划中央四税 2392955 502271 626949 439166 413428 176151 234990
……1.增值税（75%部分） 1428445 241293 400728 271578 236982 117910 159954
……2.消费税 78413 69068 4203 2511 1858 523 250
……3.企业所得税（60%部分） 643903 131499 167549 120525 127936 42953 53441
……4.个人所得税（60%部分） 242194 60411 54469 44552 46652 14765 21345

（市统计局）

表12-2  2015年绍兴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指标 全市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4214117 1022721 985258 600132 809001 411737 385268
1. 一般公共服务 413613 109952 81786 72871 70480 39725 38799
2. 外交 — — — — — — —
3. 国防 4350 1060 1054 432 798 556 450
4. 公共安全 295090 95364 50796 42924 49246 26510 30250
5. 教育支出 935338 208008 184893 134681 208731 114634 84391
6. 科学技术 209746 38557 52027 27174 51886 18709 21393
7.文化体育与传媒 106163 41536 22160 11992 12116 9222 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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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全市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8. 社会保障和就业 377984 68310 87962 51740 86942 47483 35547
9.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375239 90110 81381 39416 85919 44236 34177
10.节能环保 93249 10348 24500 27796 17914 7267 5424
11. 城乡社区事务 278783 50488 107351 29881 62278 11453 17332
12. 农林水事务 534419 83467 140534 96839 85040 59986 68553
13.交通运输 211136 68530 41740 33107 41301 12927 13531
14.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97926 12552 58934 10701 6455 2583 6701
1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2100 15005 16264 8658 4167 2846 5160
16.金融支出 4305 1872 — 1602 170 562 99
17.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4228 3688 3511 2204 2770 885 1170
18. 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 28598 17377 1048 1084 1061 980 7048
19.住房保障支出 100794 50123 21543 3937 13938 7780 3473
20.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1815 1520 2994 927 3314 1786 1274
21.债务付息支出 13091 3549 2361 1366 3332 1324 1159
22. 其他支出 56150 51305 2419 800 1143 283 200

（市统计局）

续表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特点】　2015

年，绍兴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体

呈现“一放缓、两优化、三分化”的

特点。

“一放缓”：收入增幅持续走

低，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相适

应。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呈现

“低开、缓走、趋稳”的走势，1月同

比增长1.6%，2～8月增幅一直在5%

以下徘徊，9～12月增速缓步回升且

保持在5%以上。全年增幅由2013年

的10.3%、2014年的8.3%回落至2015

年的5.8%，进入中低速换挡期。

“两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继

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从收入结构

看，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财政总

收入的比重为60.3%，高于全省平均

4.0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比重为87.0%，高于全省平

均0.3个百分点，但低于上年1.3个百

分点。从支出结构看，民生支出占一

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为76.1%，

高于全省平均7.2个百分点。

“三分化”：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分地区分化明显。增幅最高

的嵊州市（8.5%）和最低的诸暨市

（2.8%）相差5.7个百分点。增速由

高到低依次为：嵊州市（8.5%）、柯

桥区（7.7%）、上虞区（7.5%）、新昌

县（6.0%）、市级（4.4%）和诸暨市

（2.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2015年，

绍兴市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170.85

亿元，同比下降40.6%，其中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29.94亿元，同

比下降45.3%。市级完成政府性基金

收入42.76亿元，同比下降32.0%，其

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1.39亿

元，同比下降38.3%。

全市完 成 政 府 性 基 金 支 出

177.25亿元，同比下降35.8%，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130.95亿

元，同比下降45.8%。市级完成政府

性基金支出33.68亿元，同比下降

44.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

出24.84亿元，同比下降55.0%。

【推进实施政府投资项目】　2015

年，绍兴市财政局积极探索推广应

用PPP模式，起草实施《关于推广运

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实施

意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政府投资

项目建设，全市共有12个项目被列入

全省首批和第二批PPP推荐项目清

单，项目投资额居全省第一位。加强

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合作，当年引进贷款43亿元，到账各

类直接融资690.98亿元。编制并实

施2015年市级政府投资项目资金计

划，到位资金340.73亿元。制定并实

施《关于推进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工

程结算和竣工财务决算有关问题的

处置意见》，加快推进政府投资项目

工程结决算。规范新增债务管理，清

理甄别存量债务，做好债券置换工

作，全市置换债券230.44亿元，占全

省的13.32%。

【非税收入征缴】　2015年，绍兴

市财政局完善市对越城区、市直开

发区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体制，进

一步调动市、区两级积极性，完成土

地出让收入36.6亿元。清理规范行

政事业单位收费项目，出台政府非

税收入目录清单，取消或暂停征收

收费项目13项，免征小微企业收费

项目46项。将体育彩票、福利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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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费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电子化收缴改

革，上缴罚没款3.55亿元。制定并出

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

法》及其实施细则，并明确固定资产

处置报废流程；部署开展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清查和对外投资调查；推

进资产信息“全口径”动态管理，试

行部门资产配置预算精细化管理；

组织开展市级存量资产和房产调

研，规范开展集中公开招租，共收到

房租收入3106万元。

【支持“三农”和生态文明建设】　

2015年，绍兴市财政部门安排“三

农”预算资金44.48亿元，其中市级

5.80亿元；累计支出53.4亿元，其中

市级7.39亿元。重点用于保障“五水

共治”，加强现代农业园区、“美丽乡

村”、“森林绍兴”、“花卉绍兴”建

设。启动财政支农机制体制改革，制

定并出台《市级推进财政支农体制

机制改革试点的意见》和《市级财政

支农体制机制改革三年行动计划》，

在新昌县探索开展省级粮食生产综

合改革试点。制定并出台《关于进一

步完善市级公交企业财政补贴政策

的通知》，落实公交补贴2.03亿元。

落实黄标车辆淘汰、“煤改气”等补

助经费9583万元，全力保障“五气合

治”。制定并实施汤浦水库和曹娥江

流域生态补偿办法，落实专项资金

2000万元，推进水源地生态保护。

落实“三改一拆”资金4757万元。

【社会保障投入】　2015年，绍兴市

财政部门健全多渠道筹措社保资金

机制，调研提出解决社保资金缺口

问题对策建议，筹措各类社保基金

272亿元（其中市级89亿元），争取省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资金7.14亿元。稳

妥推进社保扩面提标工作，统一市

区高龄补贴，市级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人均月增资129元，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提高到145元/月；

城市低保标准提升到630元/月，农

村低保标准提升到570元/月；机构供

养和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

等均有所提高。实施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事业单位

绩效工资制度。支持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兑现落实各类就业帮扶和创

业扶持资金3.5亿元，帮助20.1万名

城镇失业人员创业和再就业。保障

民生福利事业资金需求，市级投入

5467万元。

【教科文卫事业投入】　2015年，绍

兴市财政部门深入推进公立医院和

全国基层卫生综合改革试点，实施

药品集中采购和定价机制试点，制

定并实施全科医生签约服务实施意

见及考核办法，完善公立医院绩效

考核办法。清理整合各类教育奖励

补助经费，全市教育支出93.5亿元，

重点保障义务教育，支持绍兴文理

学院创建绍兴大学、职业教育和农

村教育发展，出台促进民办教育发

展的实施意见。全市文化旅游支出

10.6亿元，重点保障公益性文化场

馆免费开放，文化惠民工程和农村

文化建设，全市联动旅游宣传，“绍

兴人免费游绍兴”。全面实施《关

于市中小学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

放的实施办法》。全市支出24.44亿

元，重点支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培

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出台《绍兴市科技创新券实

施管理办法》。

【深化预算管理改革】　2015年，

绍兴市财政局进一步完善“全口径”

预算体系，编制一般公共预算、政府

基金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和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四本账，并首次提交市

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完善预算编制

定额标准体系，重新制定市级劳务

费、购房补贴支出、编外用工经费定

额等标准。完善预算公开体系，将53

个部门的预算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

审议，审议科目细化到“项”级；按

时公开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及“三公”经费

2014年决算、2015年预算信息，公开

50个市级部门2014年决算。制定《市

级行政事业单位公款竞争性存放管

理暂行办法》《关于推行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及2015

年购买目录，并组织实施。探索编制

部门三年中期财政规划。

【支持社会管理创新】　2015年，

绍兴市财政部门支持司法体制建

设，完善政法经费保障机制。市级财

政落实1.35亿元，深化推广应用枫

桥经验，保障“平安绍兴”“法治绍

兴”“科技强警”等工作开展。支持

推进交通治堵，支持创建公交优先

示范城市，加大公共自行车服务网点

建设投放力度。编制《2015年度市

区公租房保障资金计划》，到位资金

7094万元，分配中央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资金1.2亿元，实施老旧小区

改造，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支

持智慧居家养老“一键通”和“E邮

柜”建设，启用社会保障市民卡。

【深化预算执行改革】　2015年，绍

兴市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和公务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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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在全省率先实现乡镇全覆盖，市

直开发区建立支付分中心，集中支付

资金量占比提高9.3个百分点；实施

公务卡强制目录，全市公务卡支出金

额同比增长22.3%。省级预算执行动

态监控体系试点试运行，监控规则

进一步完善。市财政局完成2014年

度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

编工作。探索完善限额以下国库集

中支付审核方式改革，建立预算单

位自行审核，财政加强动态监控的新

模式。加强财政收支分析预测，建立

预算执行分析联席会议制度，积极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全面清理市级行

政事业单位银行账户，进一步管好用

好国库资金。继续严控行政经费和

一般性支出，全市“三公”经费支出

同比下降12%。

【深化财政监督改革】　2015年，

绍兴市财政局组织开展全市财政存

量资金专项检查和市级行政事业单

位经营收支情况检查，并针对问题

提出整改意见。扎实推进财政性资

金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市级审核项目

2194个，涉及资金26.6亿元，对重点

项目绩效目标实现全过程管理，探

索建立财政资金安排使用情况第三

方评估制度，首邀“两代表一委员”

参与预算绩效评审，尝试开展财政

资金政策绩效评价。进一步清理整

合财政专项资金，编制完善56项市

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开展违

规转移餐费接待费、规避检查和违

规发放津补贴问题整治，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机关事业单位津补贴管

理的通知》。研究制定《绍兴市市级

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暂行办法》《绍

兴市市级政府采购项目履约检查办

法》等规范性文件，市级启动建设金

财工程政府采购管理系统，公务用

车得到较好控制，全市实际采购金

额97.3亿元，同比增长6.77%，节约

资金10.94亿元。

【优化产业扶持政策】　2015年，绍

兴市制定实施财税扶持政策清理过

渡期对策方案，加快兑现落实各项

优惠扶持政策，重点扶持“八大产

业”发展和“四换三名”工作开展，

全市审核兑现二、三产业扶持资金

21.05亿元。优化完善产业扶持政

策，参与制定企业综合评价分类管

理、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扩大消

费稳增长、推广应用半导体照明产

品等政策意见。加强与绍兴银行等

金融机构合作，审核发放中小企业

专项信用贷款，创新开展政府采购

合同贷款模式，探索开展“银税互

动”，积极开展融资担保业务，累计

发放各类贷款67.3亿元。

【设立产业基金】　2015年，绍兴

市出台《关于创新财政支持经济发

展方式加快设立政府产业基金的意

见》和《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管理办

法》，组建产业基金公司，设立子基

金，加强与省财政厅及省金控公司的

对接。全市设立产业基金98亿元，争

取到省转型升级产业基金28亿元，

占全省的75%。　　　　（陈剑波）

地税

【概况】　2015年，绍兴市地税部

门组织各项收入496.46亿元，同比

增长7.41%。其中税收收入285.01亿

元，同比增长5.60%；社会保险基金

收入181.74亿元，同比增长11.50%。

市区地税部门组织各项收入308.94

亿元，同比增长5.44%。其中税收收

入181.15亿元，同比增长5.74%；组

织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07.54亿元，

同比增长5.84%。市级地税部门组

织各项收入116.77亿元，同比增长

4.61%。其中税收收入66.14亿元，同

比增长0.59%；组织社会保险基金收

入43.59亿元，同比增长10.85%。

从增幅看，呈现“双低”走势。

税收收入增速大幅低于 2014 年，

四个季度各季末增幅分别为 2.3%、

3.2%、3.7% 和 5.6%，呈逐步上升但

全年较低的走势；非税收入增速快

于税收收入，当年全市非税收入入

库 211.45 亿元，同比增长 9.9%，但

仍比上年同期低 2.8 个百分点。从税

种看，呈现三大主体税种齐增长，地

方十税不同程度下滑的局面。营业

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三大

主体税种分别同比增长 9.5%、8.3%

和 5.0%，其中 2015 年个人所得税增

收主要因素是股市利好，股权转让

和股票减持入库税款较多。而地方

十税同比增长仅 2.3%，增幅较 2014

年同期大幅下滑 10.8 个百分点，主

要原因是土地拍卖成交面积和金额

大幅下降，契税和耕地占用税随之

大幅减收。从产业看，“二产高三产

低”的态势仍在延续，全市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税收增速分别为7.6%、

4.3%。四大重点产业中，制造业税收

入库 66.64 亿元，同比增长 4.3%；

建筑业税收入库 41.16 亿元，同比

增长 12.5%；金融业税收入库 23.40

亿元，同比增长 1.0%；房地产业入

库 85.98 亿元，同比下降 0.9%，占税

收比重为 30.2%，较 2014 年同期下

降 2.0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各县（市、

区）税收收入均呈个位数增长，增幅

差距较小。柯桥区、上虞区、嵊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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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3  2015年绍兴市地税部门组织收入情况表

地区
税收收入 社保基金收入

总额（亿元） 增幅（%） 总额（亿元） 增幅（%）

市区
市级 66.13 0.59 43.59 10.85

柯桥区 73.35 9.03 36.80 -4.23
上虞区 41.66 8.81 27.15 13.81

诸暨市 58.91 6.59 41.38 28.61
嵊州市 23.59 6.97 17.58 11.85
新昌县 21.36 0.48 15.24 12.86
合计 285.01 5.60 181.74 11.50

和诸暨市税收收入增幅分别为9.0%、

8.8%、7.0% 和 6.6%，市级和新昌县

税收收入增幅落后于全市平均增幅，

增幅分别为 0.6% 和 0.5%。

【税收征管稽查】　2015年，绍兴市

地税局制定《2015年收入组织重点

工作责任分解方案》，落实15项征收

举措。调整完善区域征收管理体制，

建立重点企业联系服务制度，形成

区、镇（街道）和财税部门合力抓税

源建设的格局。加强大企业管理，率

先出台《大企业税务风险指引（1.0

版）》。制定《实施2015年税收风险

管理工作计划》，加强对银行业、工

业企业、房产建筑行业分析评估，查

补税款3810万元。积极挖潜增收，

组织开展营业税、印花税专项清理，

土地增值税清算，提高所得税预缴

率等工作。试行全市税收风险分级

管理模式，全面推进全市联动检查

下查一级及联动实地复查工作，提

高全市稽查工作实效。充分发挥稽

查职能作用，重点开展七大行业（项

目）的专项检查。创新稽查模式，全

面推广稽查软件应用，探索实践团

队式、定向稽查等检查方法，提高检

查工作效率。全市稽查企业1411户，

查补税收总额34353万元，同比增长

20.20%，其中查处大要案44件，比

2014年增加15件。

【落实减税清费】　2015年，绍兴

市地税系统落实营业税优惠政策，

全市减免8.27亿元，受益4.36万户

（人）次；落实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全市减免11.86亿元，受益6188户

次；落实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全市

减免2.92亿元，受益26.53万户（人）

次；落实房产税、土地使用税政策优

惠，全市减免房产税9393万元、城镇

土地使用税14424万元。落实“小升

规”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减征政策，全市减征企业951户，

减征金额3879万元；落实地方水利

建设基金集中减免政策，全市减征

企业2362户，减免金额8020万元；12

月临时性下浮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

一个月，全市减征4.11亿元。下调失

业保险费缴费比例至2%，全市减征

3.3亿元，有效减轻企业负担。

【深化税源间接控管模式】　2015

年，绍兴市地税局完善部分涉税事

项“市局—分局”两级后续管理举

措，将当场办理、当场办结等事项纳

入事后复核范围。合理调整内设机

构和征管力量，设立大企业税源管

理科，实行大企业集约化管理。推行

机关实体化，在机关和分局组建5个

专业化分析团队，使机关处室和分

局综合科室突破税源管理组织者的

身份，成为税源管理的参与者。加强

大企业管理，建立省级以上重点税

源企业税务干部联系制度，制定出台

《大企业税务风险指引（1.0版）》，

落实“五个一”基础管理体系，提升

大企业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深化信息管税建设】　2015年，绍

兴市地税局探索开展地税大数据应

用工作，组建地税电子数据分析小

组。修订完善信息化项目立项审批

流程，启动单位新门户网站开发。出

台《网络准入管理办法》，修订《地

税网络与信息安全综合应急预案》，

开展全市地税系统三级综合应急演

练。探索应用网络爬虫等互联网新

技术，自动采集涉税网络信息，及时

发现报告税源。推出基于“互联网

+”理念的“全时段、远程化、全流

程”移动互联办税平台，实现从现场

办税到远程办税的转变。

【加强与相关部门业务合作】　2015

年，绍兴市地税局联合国税部门起草

《国地税合作工作实施方案》，建立

国地税协作工作领导小组，完善国

地税协作会议制度，落实国地税合

作事项和举措。提出37大类86项具

体合作事项，与国税部门共同研究

后进行完善落实。进一步推进公检

法协作，加大税款追缴力度。

【法治财税建设】　2015年，绍兴市

地税局全面实施权力清单、责任清

单，分步推行地税权力网上运行和

信息网上公开。出台常态化税收执

法督察管理办法，强化责任追究、问

题整改和成果运用，提高执法督察

成效，市地税局受委托代表省局参

加全国公职律师制度研讨会。在全

省率先出台《地税行政执法取证操

作指引》，规范执法取证行为。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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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规、见行动”主题教育活动，

增强税务干部守法意识和纳税人税

法遵从意识。

【纳税维权服务】　2015年，绍兴市

地税局组织开展“维权在您身边”专

题活动，建立事中、事后二级联动机

制，完善微信、财税网等4个维权服

务平台，增设6支第三方维权队伍、

10名维权观察员，提升维权服务的

实效性。建立涉税事项事先裁定制

度，对一些重大项目进行提前介入，

帮助纳税人了解、执行税收政策。组

织实施《改进纳税服务和提升纳税

人满意度工作方案》《关于进一步

优化财税服务提升工作效能的实施

意见》，及时整改存在问题，加快提

速增效，着力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完善窗口办税服务】　2015年，绍

兴市地税局积极打造“以办税服务

厅为主体，以纳税人沟通交流体系、

纳税人支持保障体系为补充”的“一

体两翼”纳税服务体系。组织做好

《纳税服务规范2.0》的落实工作，

推出“码上办税”服务新模式，通过

微信，全时段、远程化、全流程地完

成办件量较多的十多项涉税事项的

办理。建立纳税人基础信息互动性

修正机制，加强纳税信用等级动态管

理，按季调整信用等级。推进“五证

合一、一照一码”登记新模式，实现

平稳过渡。……………………………………………………（陈剑波）

国税

【概况】　2015年，面对严峻的经

济税收形势，绍兴市国税系统坚持

依法治税，以提升征管效能为核心，

强化税收征管，优化纳税服务，实

现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为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完善公共服务体

系，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提供可靠的

财力保证。全市组织国税税收收入

287.24亿元，同比增长2.24%，其

中，市本级64.04亿元，柯桥区75.18

亿元，上虞区49.7 7亿元，诸暨市

48.50亿元，嵊州市22.22亿元，新昌

县27.53亿元。

【减免退税】　2015年，绍兴市落实

税收减免优惠57.94亿元。实行出口

退税“天天退”，优化出口退税服务，

办理出口退（免）税262.57亿元，同

比增长4.29%。上述两项合计减免退

税达320.51亿元，超过当年征收税

款33.27亿元，同比增长4.38%。

【法治财税建设】　2015年，绍兴

市国税局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公布绍兴国税税务行政审批目录清

单；稳步推进权力清单制度，向社会

公告市国税局第一批税务行政处罚

权力清单（3类8项）及其权力运行流

程图。集中清理税收业务文件，清理

149件，废止55件，修订3件。落实国

家税务总局四个“规范”（即《全国

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全国税

收征管规范》《全国税务机关出口

退（免）税管理工作规范》《国家税

务局地方税务局合作工作规范》），

及时修订工作规程和表单文书，落

实“服务一把尺子、办税一个标准、

执法一条杠杆”。印发《绍兴市国家

税务局2015年依法治税工作要点》，

细化14项工作任务。开展柔性执法

和税收执法督察。运用“发起式”方

式开展执法督察，采取“团队式”人

机结合和集中办公开展案头疑点核

查。“发起式”督察补收税款73.05万

元，显著提升了督察检查的效率。

【税收稽查】　2015年，绍兴市国

税系统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创新稽

查手段，深化运用“三合一”竞技平

台，提升稽查效率。实施专项稽查，

开展行业性纳税评估。年内，风险提

示664户，补征税款5723.55万元；纳

税评估561户，补征税款1.15亿元；检

6月27日，市国税局部分领导参加“走进‘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走出去’企

业”专题在线访谈活动，与网友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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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347户，发现问题334户，查补税款

2.79亿元。

【应用中小企业税源风险管理信息

系统】　2015年，绍兴市国税系统

深化税源专业化管理，以风险管理

为导向，研发应用中小企业税源风

险管理信息系统，纳入一般纳税人

企业6.30万余户，按细分行业进行风

险监控。针对363户中小企业开展风

险应对，补征税款1718.75万元，进一

步夯实征管基础。

【欠税管理】　2015年，绍兴市国税

系统严格执行欠税登记制度，建立

分类、分户、分税种、分属期的欠税

电子台账，方便基层实时监控辖区

内的欠税情况。实施税收保障，定期

通报欠税情况。对符合法定条件的

欠税人，及时通报公安部门，依法阻

止出境，全年通报备案阻止出境111

人次。加大欠税追缴力度，通过以票

控欠、以退抵欠、强制执行等措施，

清理以前年度欠税6526.81万元。

【税种管理】　2015年，绍兴市国税

系统全力推行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

版，按部署推进成品油、卷烟等消费

税改革。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车辆

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发挥团队业

务优势，借助信息化支撑，深化企业

所得税的专业化管理。组织落实企

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工作，提高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质量。加强非

居民税收管理，全年非居民企业税

收入库14277.05万元，其中，增值税

1722.79万元，企业所得税12554.26

万元。

【纳税服务】　2015年，绍兴市国税

系统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落实“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和《全国县级税

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2.0版》。组织

修订涉税业务工作规程104条，落实

简政放权、服务发展、国际协作、提

效减负等4类11项30个具体服务措

施。加强“税银互动”，与人民银行

合作，开展“税银通”平台建设，与

建设银行合作推出全省首款小微企

业“税易贷”产品，为纳税人解决困

难。整合网上办税渠道，开通运行网

上纳税咨询服务平台和微信平台。

落实国地税合作工作规范，以营造法

治、公平、统一、有序的税收环境为

目标，以优化纳税服务、提高征管效

能、规范税收执法为重点，建立健全

合作机制。

【纳税信用等级评价】　2015年，

绍兴市国税系统评定纳税人53440

户，其中，A级纳税人18214户，B级

纳税人29603户，C级纳税人5100户，

D级纳税人523户，分别占总户数的

34.08%、55.39%、9.54%、0.98%。落

实服务A级纳税人措施，及时向社会

公布A类纳税人名单，严格落实A类

纳税人增值税发票用量政策。

表12-4  2014～2015年度绍兴市国税分税种收入情况表
… … 单位：万元

税种 2014年 2015年 税种 2014年 2015年
税收收入 2809349 2872354 3．企业所得税 595763 538157
1．增值税 1950527 2048177 4．个人所得税 35 26
2．消费税 49915 78413 5．车辆购置税 213109 207581

（市国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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