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东市财政局“重强抓”专项行动
三季度自评报告

2020 年“重强抓”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市财政局党组高

度重视、周密部署，按照“五个一”的工作要求制定了实施

方案，细化任务指标，明确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具体责任

人。每项任务均制做了展板，确保指标上墙。局领导定期调

度，狠抓工作落实，做到高标准谋划、高站位起步、高质量

推进，确保专项行动稳步有序推进。涉及我局的重强抓指标

共计 13 项（省指标 8 项+市指标 5 项），前三季度各项指标

均按序时进度全部完成，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

策要聚力支持稳就业。努力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

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各地要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

限制，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省

指标）

完成情况：一是下达全年就业补助资金指标的 100%。二

是结合当前疫情和就业形势，参与研究和出台 10 个稳就业

政策。三是对我市近千余户企业落实失业保险稳定岗位补贴

资金 4480 万元，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稳定就业。

存在问题及原因：无。

下步打算：继续做好稳就业政策体系完善工作，加强完



善职业技能培训政策体系。做好稳岗返还发放工作，帮助受

疫情影响的企业渡过难关。加大就业信息化建设投入力度，

实现网上办理业务。

二、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今年继续执行去年出台的下调

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政策，新增减税降费约 5000

亿元（省指标）

完成情况：一是继续落实税收减免政策。落实国家和我

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出台的各项税收减免政策，会同税务部

门研究制定细化措施，统一口径做好政策解读，进一步减轻

企业负担，增强精准性和有效性。二是跟踪减税效果。会同

税务部门密切关注重点行业税负变化情况，加强收入执行分

析和预测。三是制定出台《2020 年全市性及市本级部门和单

位非税收入项目目录》（丹财税〔2020〕179 号）和《丹东市

2020 年涉企行政事业性（政府基金）目录清单》编印工作，

并上网公示明，确保非税收入规范征管，严格落实国家和省

政策，将经营性收入剔除出目录，不再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

理。

存在问题及原因：无。

下步打算：按照工作时间节点按时完成指标任务。

三、前期出台 6 月前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包括免征中

小微企业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减免小规模纳税

人增值税，免征公共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娱乐、文化



体育等服务增值税，减免民航发展基金、港口建设费，执行

期限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

纳一律延缓到明年。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 2.5 万亿

元。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省指标）

完成情况：一是继续落实税收减免政策。落实国家和我

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出台的各项税收减免政策，会同税务部

门研究制定细化措施，统一口径做好政策解读，进一步减轻

企业负担，增强精准性和有效性。二是跟踪减税效果。会同

税务部门密切关注重点行业税负变化情况，加强收入执行分

析和预测。三是制定出台《2020 年全市性及市本级部门和单

位非税收入项目目录》（丹财税〔2020〕179 号）和《丹东市

2020 年涉企行政事业性（政府基金）目录清单》编印工作，

并上网公示，确保非税收入规范征管，严格落实国家和省政

策，将经营性收入剔除出目录，不再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存在问题及原因：无。

下步打算：按照工作时间节点按时完成指标任务。

四、我国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数以亿计，今年

对低收入人员实行社保费自愿缓缴政策，涉及就业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全部取消（省指标）

完成情况：配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落实低收入人

员自愿缓缴养老保险费政策。与市人社局、丹东市税务局联



合翻印《关于印发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执行

期限实施办法的通知》（辽人社〔2020〕33 号），对以个人身

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

员，2020 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可自愿暂缓缴

费。

存在问题及原因：无。

下步打算：已完成。

五、加大基本民生保障力度。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提高中央调剂比例。全国近 4 亿人

领取养老金，必须确保按时足额发放（省指标）

完成情况：配合市人社局转发《关于 2020 年调整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辽人社发〔2020〕84 号），并按照文

件精神于 7 月底前将退休人员养老金上调部分发放到位。

存在问题及原因：无。

下步打算：继续贯彻落实《辽宁省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实施方案》（辽人社发〔2020〕1 号）精

神，按省相关部门要求，会同人社、税务等部门做好政策执

行、参保扩面、基金征缴、待遇核发、经办服务、基金监督

等企业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工作，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六、建设“一事一议”村内道路 5500 公里（省指标）

完成情况：截至 9 月 30 日，全市 493 个村内道路建设



项目中，有 416 个已开工，开工率为 84.4%；完成村内道路

建设 380.78 公里，完成重强抓全年考核任务的 95.9%，完成

全年实际落实计划的 78%。对比省“重强抓”规定的 9 月份

节点任务 277 公里，超额完成 37.4%。

存在问题及原因：无。

下步打算：一是按月调度各县（市）区工程完工情况，

确保下一节点任务的完成，即“全年完成一事一议村内道路

建设 396 公里”；二是强化考核，制定明确节点考核指标，

并纳入对各县（市）区绩效考评体系，同时将考核结果作为

各县（市）区下一年度农村综合改革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以此鼓励县（市）区工作积极性，促进一事一议村内道路建

设顺利开展和有序进行。

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2%左右（省指标）

完成情况：三季度，全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63.2

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1.7%,高于序时进度 6.7 个百分点，

增长 6.7%，收入增幅全省排名第 1 位。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36.4 亿元，下降 7.9%；非税收入完成 26.8 亿元，增长 36.1%。

完成省考核任务。

存在问题：无。

下一步打算：一是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财税政策，拉

动经济增长，培育税源基础。二是加强综合治税，通过部门

联动、源头管理和信息共享等措施，大力挖掘存量税源潜力，



弥补征管漏洞，确保应征尽征。三是认真梳理非税收入，改

善收入结构，提高收入质量。

八、加强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和限额管理（市指标）

完成情况：一是债务限额管理方面，通过政府债务系统

每月统计监控政府债务余额，在政府债务限额内依法依规举

借债务，截至 9 月末，全地区政府债务余额 320.88 亿元，

未超限额。二是债务预算管理方面，在将政府债务本息纳入

年度预算的基础上，按时足额偿还到期债务本息，维护政府

信誉，截至 9 月末，全地区共偿还债务本息 28.66 亿元，其

中:本金 19.61 亿元，利息 9.26 亿元，全部按时足额偿还。

存在问题：无。

下步打算：一是继续统筹做好全地区还本付息工作，提

前下达还本付息通知单，坚决杜绝偿债违约风险事件。二是

继续做好日常监管工作，及时进行分析和预警，确保债务规

模不突破限额。

九、鼓励各县（市）区政府、经济区管委会在多领域已

建成项目或按规划布局急需新上项目中开展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建设（市指标）

完成情况：一是完成上级部门相关政策文件的下发工

作。上半年，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加快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PPP）项目入库和储备管理工作的通知》《财政部 PPP

中心 关于建立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



据更新工作机制的通知》，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 PPP 综合

信息平台管理库项目审核有关事项的通知》，市财政局已将

相关文件转发至各县（市）区财政部门，并要求按期完成财

承更新等工作任务。二是指导县（市）区完成项目入库工作。

今年 7 月，在市财政局的指导下，凤城市政府完成了《城镇

供水一体化 PPP 项目》入库阶段的工作。市财政局在对“财

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物有所值评价报告”进行审核后，

将相关材料提交省财政厅，目前该项目已进入财政部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平台管理库。三是组织开展 PPP 政策培训

工作。为强化对 PPP 模式的深入理解，提高各级财政部门及

相关单位 PPP 业务水平，市财政局于 6 月 24 日通过视频会

议的方式，邀请 PPP 方面的专家对县（市）区相关部门的主

要领导、分管领导、项目负责人开展 PPP 政策业务培训会。

存在问题：无。

下步打算：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

导各县（市）区政府、经济区管委会，以及各相关部门，围

绕“美丽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等农村建设项目，积极推进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十、严控“三公”经费，压减一般性支出（市指标）

完成情况：今年初，根据国家和省压减一般性支出要求，

丹东市财政局印发《关于 2020 年地方压减一般性支出有关

事项的通知》（丹财预〔2020〕35 号），明确一般性支出压减



15%的工作目标。全国两会期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

过“紧日子”新要求，在年初一般性支出压减 15%基础上提

出更高的压减工作要求，即对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 50%以

上的工作目标。按照省财政厅统一要求 7 月底前要完成全年

压减任务，截止 7 月底，丹东市全地区完成压减非急需非刚

性支出（含一般性支出）9.54 亿元，压减比例为 63.1%。

存在问题：无。

下步打算：市县两级财政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支出管理，

严控部门“三公”经费。将执行中压减指标，全部收回总预

算，统筹用于“三保”、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保障疫情

防控等重点支出，以及弥补财政增支减收缺口。

十一、推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新城区体育中心工

程和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工程欠款问题（市指标）

完成情况：截至目前，市住建局报审相关工程结算两项，

已完成结算审核工作，相关资金已拨付到位。

存在问题及原因：无。

下一步打算：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尽快完成市住建局报

送相关工程结算审核工作，结算审核完成后，按确定的资金

来源拨付资金。

十二、推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市铁建办征地动迁

资金缺口问题（市指标）

完成情况：目前根据市市交通局铁路征地动迁工作资金



申请，已拨付资金 4000 万元。

存在问题及原因：无。

下一步打算：市财政局将按照我市 2020 年“重强抓”

工作任务要求，积极筹措资金，确保此项任务按期完成。

丹东市财政局

2020 年 9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