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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0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代序）

财政部部长  金人庆

受国务院委托，我向大会提出 200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及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

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200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2003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党中央、国务

院从容应对，果断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财政经济工

作提出的各项要求，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经济社会发展保

持了良好势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2003 年，全国财政收入第一次突破两万亿元，达到

21 691亿元（不含债务收入，下同），比上年增加2 787亿

元，增长 14.7% ，完成预算的 105.8% ；全国财政支出

24 607亿元，比上年增加2 554亿元，增长11.6% ，完成预

算的103.8% 。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2 916亿元。其中：

中央财政总收入12 465亿元（已扣除新增出口退税指标 829

亿元），比上年增加1 093亿元，增长 9.6% ，完成预算的

104.4% ；中央财政总支出15 663亿元（含对地方税收返还

和补助支出8 240亿元），比上年增加1 195亿元，增长

8.3% ，完成预算的103.5% 。中央财政赤字控制在十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3 198亿元的水平。地方财政总收入

18 082亿元（含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比上年增加

2 215亿元，增长14% ，完成预算的 105.7% ；地方财政总

支出17 800亿元（含上解中央支出 615 亿元），比上年增加

1 880亿元，增长11.8% ，完成预算的104.1% 。地方财政

收支相抵，结余和结转282亿元。

上述预算执行数字，在决算编制汇总后，还会有些小的

变化。

2003年中央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的主要特点是：

（一）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2003年国民经济开局良好，但受非典疫情及旱涝和地

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增速一度趋缓，二季度财政收入

增幅出现较大下滑。面对这种形势，各级财政、税务、海关

等部门积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一手抓防治非典不放

松，一手抓经济建设不动摇的方针，及时加强收入监控，依

法严格征管，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国财政收

入也保持了较快增长势头。一是内需与进口增长强劲，国内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及进口环节税收分别比上年增加

1 054亿元、134亿元、392亿元和1 111亿元，增长17.1% 、

12.8% 、16% 和42.9%。二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企业效

益显著改善，企业所得税同口径比上年增加399亿元，增长

15.9% 。三是居民收入继续增加，个人所得税和车辆购置税

分别比上年增加 205 亿元和 119 亿元，增长 16.9% 和

34.2%。
2003年中央财政总收入比预算超收 524 亿元（已扣除

预算执行中新增出口退税 829 亿元），其中：车购税超收78

亿元，按规定列收列支、专款专用；按体制规定增加对地方

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78 亿元；其余 368 亿元，主要

用于当年抗灾救灾、教育卫生科技事业发展、支持企业改

革、加强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建设等。国务院就此已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报告。地方财政超收收入由地方安排使用，主要

用于增加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支出和解决欠发工资等。

（二）财政宏观调控和保障作用增强

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继续实施了积极的财

政政策。安排国债项目资金1 400亿元，在严格资金管理的

同时，积极调整和优化了国债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重点

向农村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向中西部倾斜，向科技教育

和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向公共卫生建设倾斜。为了促进地区

协调发展，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03 年，中央财政

用于地方的财力性转移支付1 912亿元，比上年增长17.9% ；

社会保障、农业、科技、教育、卫生、扶贫等专项转移支付

2 577亿元，比上年增长7.3% 。各地按照国务院关于完善省

以下财政体制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了基层财政的财力保障程

度。为了适当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水平，稳妥落实了

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的政策。

非典疫情爆发后，中央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企业

的生产经营。一是中央财政设立了 20 亿元非典防治基金，

明确了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体中的非典患者提供免费救治的

政策，为有效防止疫情蔓延特别是向农村蔓延发挥了重要作

用。各级财政共安排非典防治资金13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

安排28亿元。下半年，中央财政又增加专项资金10亿元用

于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二是及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优惠

政策，帮助受非典冲击较大的旅游、餐饮、民航、铁道、旅

店、出租车等行业尽快克服困难，恢复生产，渡过难关。上述

措施虽然增加了支出，减少了收入，但保护了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保持了企业的正常生产，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

（三）支持解决“三农”问题迈出新步伐

一是全面推进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试点范围由

20 个省份扩大到了全国，农民平均负担减轻 30% 以上。

2003 年中央财政为支持农村税费改革共安排资金305 亿元，

省级财政及有条件的市县财政也相应安排了部分资金支持这

项改革。二是加快了取消农业特产税试点步伐。北京、福

建、广东、江苏、浙江、安徽、四川、河南、上海、天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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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个省（直辖市）基本取消了农业特产税。三是在安徽、

吉林、湖南、湖北、河南、辽宁、内蒙古、河北、江西等九

个省份进行了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试点，推动了粮食企业

改革，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了试点地区广大农民的

衷心拥护。四是落实农业税灾歉减免和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政

策，及时安排拨付资金，大力支持抗灾救灾。2003 年，中

央财政共安排支持各地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资金 108 亿元，

有1.67 亿人次受灾群众得到了政府的及时救助。五是积极

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支持农民增收。2003 年，中央财政安

排农业科技进步、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农业综合开

发、扶贫开发等投入 44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9% 。六是

中央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支出 67 亿元，主要用在农

村，促进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四）支持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力度加大

一是加大了对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支持力度。扩大了再

就业财税优惠政策的实施范围，延长了优惠期限，对下岗失

业人员再就业免征了 17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央财政设立

再就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47 亿元，促进了就业和再就业目

标的超额完成。二是继续加大了“两个确保”和“低保”工

作的保障力度。中央财政共安排“两个确保”补助资金 608

亿元，比上年增长13.1 % ，安排“低保”补助资金 92 亿

元，比上年增长100 % 。基本保证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

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使

2 235万城镇低收入居民得到了政府最低生活保障补助。三

是加大了帮助部分特殊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的工作力

度。为支持地方解决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等生活困难问题，从

2003 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15 亿元；再次提高

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四是解决了多年遗留的农垦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属地化管理问题，中央财政为此增加了对中西

部地区和中央直属垦区补助7.3 亿元（2004 年还要增加翘

尾支出7.3亿元）。

（五）社会事业投入明显增加

中央财政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事业投入 855

亿元，比上年增加94亿元，增长12.4% ，重点解决了一些

社会事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安排专项投资 20 亿元，继续

支持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力争再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

本解决农村中小学现存危房问题。积极支持了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

省、地、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

救治体系建设，以及中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加

大了科技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的投入，安排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20亿元、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专项经费 8亿元、国家

“863”计划专项经费 45 亿元、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专

项经费 33亿元，促进了一大批重大科研成果的产生和科技

事业发展。启动了送书下乡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文化项目，建立了老运动员、老

教练员医疗保健等专项资金，促进了文化、体育事业发展。

（六）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方案顺利出台

2003年，财政会同商务、税务等相关部门，积极研究

提出了从根本上合理解决出口欠退税问题的有效措施建议。

党中央、国务院果断作出了改革出口退税机制的决策，确定

了“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

革，促进发展”的改革原则，明确了五项政策：一是对出口

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有保有降，退税率平均下调三个百

分点左右；二是以核定的2003 年退税数为基数，2004 年起

超基数新增出口退税由中央和地方按 75∶25 比例共同负担；

三是中央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增量首先用于出口退税；四是

2003年底前累计欠企业的出口退税由中央财政全额偿还；

五是加快外贸体制改革。同时，2003 年中央财政进口增值

税、消费税超收的829亿元，已全部用于增加出口退税。

（七）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继续深化

一是继续推进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将涉及原

外经贸部、人事部等30 个部门和单位的 118项行政事业性

收费纳入预算管理。二是不断深化部门预算改革，进一步扩

大了向全国人大报送部门预算的范围，内容也更为规范，增

加了118个中央二级事业单位进行基本支出和定员定额改革

试点。三是加大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力度，国库集中支付

制度改革中央试点部门由上年的 42 个扩大到了82个。四是

政府采购范围进一步扩大，2003 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已超

过1 500亿元，比上年增加500 亿元。五是进一步严格了财

政资金的监督检查，全年共查处违规违纪金额612亿元。预

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财政监督工作的加强，提高了财政

资金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总的看，2003 年预算执行遇到的困难比预计的大，执

行的结果比预计的好。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预算执行中

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财政收支压力较大，收支

矛盾突出，还有许多需要办的事没有财力去办。二是经济发

展过程中，多方面潜在的风险不断向财政集聚，防范和化解

财政风险的任务非常艰巨。三是财政支出结构仍需调整，对

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一些地区特别是

部分农村还存在上学难、看病难、吃水难、行路难等问题。

四是部分地区基层财政还比较困难，一些地方仍存在欠发工

资等现象。五是做假账、偷税骗税、铺张浪费等问题仍比较

严重，财经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尚需进

一步提高。对这些问题，我们将认真对待，增强紧迫感、使

命感，提高为民理财的责任意识，加快公共财政体制建设，

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积极逐步加

以解决。

二、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2004年预算安排和财政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党的

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

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

定的关系，更好地促进落实“五个统筹”；继续实施积极财

政政策，更好地加强宏观调控；深化财税改革，完善公共财

政体制，更好地推动体制创新；努力增收节支，着力解决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更好地促进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

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

2004 年主要预算指标如下：中央财政总收入13 819亿

元，比2003 年增加907亿元，增长7% （对2003 年执行数

已按可比口径作了调整）；中央财政总支出17 017亿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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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907亿元，增长5.6% 。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3 198亿

元，与2003 年持平，但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重由 2003 年

的2.9% 下降为2.5% ，下降 0.4个百分点。2004 年，中央

财政拟安排国债项目资金1 100亿元，比上年减少 300亿元，

其中950亿元纳入中央预算，150 亿元代地方政府发行，同

时拟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 50亿元。2004 年中央

财政需归还到期国内外债务本金3 674亿元，加上弥补当年

赤字3 198亿元和中央代地方政府发行的 150 亿元，国债发

行总规模为7 022亿元。汇总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安排，

2004年全国财政收入23 570亿元，增加1 879亿元，增长

8.7 % ；全国财政支出26 768亿元，增加2 161亿元，增

长8.8%。

2004年中央财政赤字规模维持上年水平，主要是考虑：

目前国际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的基础还不够稳固，在建国债项目需要后续资金投入，一些

社会发展领域欠账较多，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

性，丰富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保护、巩固和发展当

前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有利于增强各方面加快发展的信

心，有利于稳定改革发展大局。另一方面，在投资主体多元

化，社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

金规模，调整和优化国债使用结构，可以更好地引导和发挥

社会投资的作用，腾出财力支持税制改革等体制创新。国债

项目资金将重点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医疗瘟生、基础

教育、基层政权和公检法司基础设施等建设；支持西部大开发

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加快淮河治理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保证续建国债项目，

特别是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重大项目建设。

2004 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按略高于预期经济增长水

平安排，主要是考虑：国民经济将持续较快增长，税收征管

水平也将进一步提高，财政增收有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

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支持体制改革，维护

社会稳定，2004 年将继续执行并出台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

如关税总水平将继续下调，增加出口退税指标，落实支持就

业和再就业、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

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减轻农民负担税收扶持等政策，都将

相应减少财政收入。同时，财政收入增长基数越来越高且已

连续多年高于经济增长，加上进口可能难以保持 2003 年的

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因此，

2004 年的收入安排是积极稳妥和实事求是的。

2004年中央财政支出安排的重点是：

（一）增加对“三农”的投入

建立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长效机制和财政支农资金稳

定增长机制，大力支持解决“三农”问题，是财政工作的重

要任务。2004 年中央财政将继续较大幅度地增加用于“三

农”方面的投入，支出总额增加300 亿元左右，比上年增长

20% 以上。一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完善农业税税制。2004

年将全面取消除烟叶外的所有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税率也将

整体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并向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倾

斜，可减轻农民负担118亿元。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考虑到

地方财政的实际困难，取消农业特产税和降低农业税税率

后，地方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财政因此而造成的

减收，将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予以适当补助。2004 年，

中央财政拟安排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资金396 亿元，

增加91亿元。同时，将进一步支持做好化解乡村债务，推

进乡镇机构改革，完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等工作。二是积极

推进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

改为对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2004 年 13 个粮食

主产省，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亿元安排对种粮农民直

接补贴。三是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林业生态建设、农业

科技进步、农民培训、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建设、农业灾害救助及扶贫等财政投入。

（二）增加就业和社会保障投入

就业和社会保障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社会稳

定，事关发展大局。2004 年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加大对就业

和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一是积极支持就业和再就业。在认

真落实中央关于就业和再就业各项财税优惠政策的同时，拟

增加再就业补助资金36亿元，比上年增长76.6% 。二是大

力支持做好“两个确保”和“低保”工作，2004 年中央财

政拟安排资金779 亿元。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继续做好再就业政策与三条保障

线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并在总结辽宁省完善城镇社会保

障体系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完善试点的内容和做法，将试点

范围扩大到吉林、黑龙江两省。三是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依法对部分企业实施关闭破产，加大分离企业办社会工作力

度，继续安排企业关闭破产补助170亿元。此外，对其他特

殊困难群众，也将积极给予扶持和救助。

（三）增加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等事业投入

加强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加快推进西部地

区“两基”教育攻坚，完善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

理体制，增加对贫困县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继续实施第二

期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继续扩大

免费教科书的提供范围。加快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支

持搞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支持国家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和编制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推进科技

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促进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和成果转

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2004 年中央财政

拟安排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支出955 亿元，比上

年增加100亿元，并主要向农村倾斜。

（四）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2004 年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增加对地方特别是对中西部

地区的转移支付，除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4 277亿元外，

拟安排对地方转移支付5 133亿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加

644亿元。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2 238亿元，比上年增加

326亿元。同时，将组织专门力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查

找分析基层财政困难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建议，尽

快分类分步解决基层财政困难问题，研究逐步解决基层政府

负债问题的有效措施。

（五）支持推进税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

一是确保出口退税机制改革顺利实施。2004 年中央财

政将安排出口退税指标2 108亿元，进口产品增值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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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增量将首先用于增加出口退税。地方财政也要足额安排出

口退税指标。各级财税部门要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及时完善相关办法，加强出口退税管理，确保不再

发生新的拖欠。对以前年度的累计出口欠退税款，先由中央

财政给予贴息，然后再研究根本性解决措施。二是积极稳妥

地推进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认真搞好在东北地

区部分行业进行的增值税转型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积

极完善方案，为改革的全面推开创造条件。三是加快研究统

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及其他税制改革政策和方案。四是支持

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重点支持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造和增加农村信用社保值储蓄亏损补贴

等。五是积极支持投资体制改革及电力、电信、民航和铁

路、邮政、城市公用事业等改革。

（六）保障各级政权的正常运转

为加强政权建设，保障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按时足额

发放，拟增加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翘尾支出 118 亿

元；增加移交各级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生活待遇、优

抚政策调整等支出30亿元；增加对地方公检法司专项补助

15.8亿元。为提高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

安排调整军队人员工资及离退休费翘尾支出等，拟增加国防

支出218.3亿元，增长11.6% 。

此外，还要积极落实和主动保障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的其他支出需要。

三、扎实工作，确保 2004 年预算圆满完成

做好2004年的财政工作、确保预算圆满完成，对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将着

重抓好以下工作：

（一）依法加强收入征管，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一是坚决维护税法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坚决制

止擅自出台税收优惠和变相优惠政策的行为，税收优惠政策

到期的要及时恢复征税。二是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严厉打击

走私、偷税骗税等各种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做到依法征税、

应收尽收，同时也要坚决不收过头税。三是规范非税收入管

理。特别是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非税收入要纳入预算或纳入

财政专户管理，继续治理各种乱收费。

（二）严格财政支出管理，努力节约各项开支

大力弘扬勤俭建国、艰若奋斗的作风，继续实行一般性

支出零增长的政策。自觉维护预算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切实

按照各级人大批准的预算执行。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和

培训中心等楼堂馆所项目建设，从源头上着力解决政府项目

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对名目繁多、实际意义不

大的办节、庆典和论坛等活动，财政一律不得安排资金。加

快金财工程建设，充分利用现代化管理手段，加大管理和督

查力度，减少损失浪费，规范财经秩序。积极推进机关后勤

服务社会化改革，完善公务活动接待制度，科学界定事业单

位经费供给范围。

（三）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推进依法行政

进一步扩大改革范围，不断完善改革办法，继续深化改

革。抓紧研究科学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进一步规范行政事

业性收费项目。研究建立科学的绩效预算评价体系，规范定

员定额核定办法，完善项目支出管理方法和手段，切实提高

财政支出效益。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进一步清理、

规范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完善财税法律和法规。自觉接受

社会各界的监督，不断增强财政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四）改进工作作风，服务发展大局

各级财政部门要求真务实，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一是牢

固树立大局意识。想问题，办事情，安排收支始终从大局出

发，自觉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各项决策及部署上来。

二是牢固树立主动意识。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

要务，积极主动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作用，想群众之所想，

急发展之所急，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三是牢固树立求实意

识。说实话、办实事、算实账、求实效，不搞花架子和形式

主义。四是牢固树立服务意识。积极沟通，主动协调，真心

实意地为群众服务，为基层服务，为部门服务。

完成2004年预算和财政工作任务繁重，责任重大。让

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

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党的

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

经济财政工作提出的各项要求，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对财

政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认真听取人民政协的意见和建议，振

奋精神，依法理财，求真务实，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2004 年 3 月6 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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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 中国财政年鉴》是由财政部主管、中国财政杂志社主办的大型多功能资料性年刊，创办于 1992

年，2004 年为总第13 卷。

二、2004 年卷主要反映的是 2003 年全国财政工作情况，本卷在保持年鉴资料性工具书和原有框架结

构的基础上，力求根据财政事业发展变化，在内容、形式上努力创新，编出特色，比较完整、客观地记述

全国财政工作年度内的发展面貌，满足读者把握历史规律作出科学决策、增添撰写工作报告的历史厚度、

深入研讨财经课题、提高自身素质的需要。

三、本卷正文设有十个部分：（一）重要财经文献、（二）国家财政工作概况、（三）地方财政工作概

况、（四）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预算案、（五）基层财政工作交流、（六）财经统计资料、（七）财经

法规选编、（八）财政机构人员、（九）财政大事记、（十）附录。

四、这十个部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财政工作的概貌。（一）2003 年我党召开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会议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具体要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此，本刊特辟重要文

献专栏予以记载。（二）在第一部分 “重要财经文献”中收录了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温家宝总理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马凯、傅志寰、金人庆、刘积斌、李金华等综合经济部门领导所作的报告；同时刊登

了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全国税务工作会议的资料和报告以及 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这些文献是我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三）在第二部分“国家财政工作概况”中分为财税综述、重点专题、司局工作和事业发展四个方面全面介

绍了中央财政工作的情况。其中根据国家财政工作发展和改革的新进程翔实记述了8 个重点专题：（1）积

极发挥财政政策作用 ，不断壮大国家财政实力；（2）财政宏观调控职能和保障作用不断增强；（3）财政支

持解决“三农”问题迈出新步伐；（4）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积极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5）积极推

进出口退税改革；（6）国家财政与西部大开发；（7）近中期税制改革基本思路；（8）财政积极支持抗击

“非典”和克服“非典”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该部分是对当年国家财政工作的全面再现，实用性和史料性都

很突出。（四）在第三部分“地方财政工作概况”中，反映了全国 3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经济特区财政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的财政工作情况，突出了地方特色。（五）在第五部分

“基层财政工作交流”栏目，选登了湖北、江苏、浙江、宁夏、河北、山东、山西、黑龙江和河南等省区九

个市县做好财政工作的经验，对基层财政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六）在第六部分“财经统计资料”

中，除按照以往惯例收录了2003 年财政预算和决算、历年财政收支、企业财务、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港澳

台地区主要财经资料和统计图表外，新增加了全国农业综合开发方面的统计资料。另外，由于国有资产管

理机构的调整，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统计资料本卷暂空一年。该部分共编辑了181 张统计图表，信息

密集、涵盖广阔。（七）在第十部分“附录”中，新增了2003 年度财政系统部分优秀论文（调查报告）观

点摘要，既将紧密结合财政实际工作的理论创新载入史册，又增加了年鉴的新看点。

此外，根据读者的反映和精编刊物的需要，本卷将原“财经文选”中重要内容并入了“重要财经文献”

内，在“国家财政工作概况”、“财政机构人员”和“附录”三个部分中略去了部分税务方面的内容。

本卷年鉴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财政部领导、财政部各司局和部属事业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办公

厅、各地财政厅（局）的领导和特约通讯员以及国家统计局、中国印刷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

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财政年鉴》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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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3 月 6 日，在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财政部部 长金人庆作关于 2003 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 2004 年 3 月 20 日，在财政部礼

堂金人庆和项怀诚新老财政部长交

接工作，真情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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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9 月2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会见美国财长斯诺先生一行。财政部部长金人庆等作陪。

◀2003 年 12 月 1 日，国 务院副

总理黄菊会见法国财长梅尔先生一

行。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作陪。

◀2003 年 11 月 10 日，财政部部

长金人庆在钓鱼台国宾馆会 见摩根

大通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哈里

森及高级顾问基辛格先生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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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 7 月 15 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会见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 （UNDP）驻华首席代表莱特 纳女士。

◀ 2003 年 10 月 17 日，财政部部 长金人 庆

会见非洲开 发银行行长卡巴伊。

◀ 2003 年 4 月 8 日，财政部副部 长楼继伟会见

几内 亚经济和财政部 长谢克 ·阿 马杜 ·卡 马拉。

◀ 2003 年 10 月20 日，财政部副部 长肖捷

会见亚洲开发银行执董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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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3 月 14 日，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贷款上限管理法律文件签字仪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

在文件上签字。

▲ 2003 年 9 月 19 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第十二届

部 长会议在云南省 大理市召开。

▲ 2003 年 12 月 24 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 2003 年 12 月 15 日，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

在云南省 大理市召开。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作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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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2003 年 10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

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十六届中央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若干重大问题，并作出如下决定。

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1）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十一届三中

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目标以及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相关决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

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

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

局基本形成。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

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我国经受住了国际经济

金融动荡和国内严重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严峻考验。同时

也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

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

不强等问题，其重要原因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

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为适

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适应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新形势，必须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

（2）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按照统

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

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

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

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主要任务

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

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

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

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

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3）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

本纲领、基本经验，全面落实十六大精神，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

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

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

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

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

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4）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坚持公有制的

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

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适应经

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

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

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

要实现形式。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

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

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

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

力。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

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继续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以明晰

产权为重点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

济。

（5）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等

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清理

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

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

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

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

享受同等待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

的企业做强做大。非公有制企业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

障职工合法权益。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6）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

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

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

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

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

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

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

市场秩序。这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

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

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

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

（7）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坚持政府公

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

对授权监管的国有资本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维护所有者权

益，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督促企业

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建立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制度和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积极探索国有资产

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完善授权经营制度。建立健全国有

金融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自然资源资产等的监管制度。

（8）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完

善企业领导人员的聘任制度。股东会决定董事会和监事会成

员，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行使用人权，并形

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

机制。企业党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并适应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的要求，改进发挥作用的方式，支持股东会、董事

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职权，参与企业重大问题

的决策。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并同市场化选聘企业经营管

理者的机制相结合。中央和地方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国有重

要骨干企业领导班子的管理。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探

索现代企业制度下职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继续推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深化劳动用工、人事和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分离企业办社会职

能，创造企业改革发展的良好环境。

（9）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对垄断行业要放宽

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推行投资主

体多元化。继续推进和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

重组。加快推进铁道、邮政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改革，实行政

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对自然垄断业务要进行有效

监管。

四、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

（10）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的核心，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

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

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

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按照

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

征地程序。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征地时必须

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用途管制，及时给予农民合理

补偿。

（11）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市场和对农业的支

持保护体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

功能。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

村专业合作组织。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加工和营

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

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深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供销社改革，

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农产品

市场体系，放开粮食收购市场，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

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加大国

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

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国家新增

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支出主要用于农村。探索建立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12）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

担和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完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各

项政策，取消农业特产税，加快推进县乡机构和农村义务教

育体制等综合配套改革。在完成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降

低农业税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13）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农村富余

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城

镇化的重要途径。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机制，推进乡

镇企业改革和调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积极拓展农村就业

空间，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为农民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

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

动人口管理，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加快城镇

化进程，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可按当地规

定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

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

五、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

（14）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强化市场的统一性，是

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任务。大力推进市场对内对外开

放，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

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

流动和充分竞争。废止妨碍公平竞争、设置行政壁垒、排斥

外地产品和服务的各种分割市场的规定，打破行业垄断和地

区封锁。积极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的专业化市场中介服

务机构，按市场化原则规范和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自

律性组织。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

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健全产品质量监管机制，严厉打击

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维护和健全市场秩序。

（15）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积极推进资本市

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

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规范和

发展主板市场，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积极拓展

债券市场，完善和规范发行程序，扩大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拓宽合规资金入市渠道。建立统一互

联的证券市场，完善交易、登记和结算体系。加快发展土

地、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规范发展产权交易。积极发

展财产、人身保险和再保险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

（16）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

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

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增强全

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

作为基本行业准则。按照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

专业服务的方向，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建立

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逐步开放信用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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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继续改善宏观调控.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17）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健全国家计划和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计划

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

策的主要依据。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和调

节收入方面发挥重要功能，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

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健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重视人口老龄化趋势等因素对社

会供求的影响。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

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

控水平。

（18）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

好发展环境上来。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研

究和制定，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

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

相协调。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

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

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

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完善政府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科学化、

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充分利用社会智力资源和现代信

息技术，增强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19）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

地位，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国家只

审批关系经济安全、影响环境资源、涉及整体布局的重大项

目和政府投资项目及限制类项目，其他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

案制，由投资主体自行决策，依法办理用地、资源、环保、

安全等许可手续。对必须审批的项目，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

方权限，扩大大型企业集团投资决策权，完善咨询论证制

度，减少环节，提高效率。健全政府投资决策和项目法人约

束机制。国家主要通过规划和政策指导、信息发布以及规范

市场准入，引导社会投资方向，抑制无序竞争和盲目重复

建设。

七、完善财税体制，深化金融改革

（20）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按照简税制、宽税基、

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改革出口退税

制度。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

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完善消费税，适当扩

大税基。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

得税制。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

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在统一税政前提

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

制统一。

（21）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明

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

大对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深化部门预算、国

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清理和规范

行政事业性收费，凡能纳入预算的都要纳入预算管理。改革

预算编制制度，完善预算编制、执行的制衡机制，加强审计

监督。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和对或

有负债的有效监控。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本级政府预算

的审查和监督。

（22）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要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

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

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

创造条件上市。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运行机制。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

在加强监管和保持资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各种所有

制金融企业。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国家给予适当政策支

持。通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把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农村社

区服务的地方性金融企业。

（23）健全金融调控机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

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

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

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有效防范风

险前提下，在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

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建立和完善统一、高效、安

全的支付清算系统。改进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建立健全货

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

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

（24）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

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投

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健全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和处

置机制，依法严格实行市场退出制度。强化金融监管手段，

防范和打击金融犯罪。增强监管信息透明度并接受社会监

督。处理好监管和支持金融创新的关系，鼓励金融企业探索

金融经营的有效方式。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

之间以及同中央银行、财政部门的协调机制，提高金融监管

水平。

八、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

放水平

（25）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按照市场经济和世贸

组织规则的要求，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形成稳定、透明

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确保

各类企业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自主权和平等地位。依法

管理涉外经济活动，强化服务和监管职能，进一步提高贸易

和投资的自由、便利程度。建立健全外贸运行监控体系和国

际收支预警机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26）更好地发挥外贸的作用。抓住新一轮全球生产要

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

高利用外资水平。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更多地引进

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吸

收和创新提高。继续发展加工贸易，着力吸引跨国公司把更

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

到我国，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拓

宽投资领域，吸引外资加快向有条件的地区和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的领域扩展，力争再形成若干外资密集、内外结合、带

动力强的经济增长带。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7）增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鼓励国内企业

充分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时机，增强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和

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提高出口商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

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发展服务贸易，全面提高出口竞争

力。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赋

予企业更大的境外经营管理自主权，健全对境外投资企业的

监管机制，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

经济合作。

九、推进就业和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

体系

（28）深化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

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创

业和就业环境。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

促进就业的方针。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改革发展

和结构调整都要与扩大就业紧密结合。从扩大就业再就业的

要求出发，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企

业规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

公有制经济；在就业方式上，注重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完

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帮助特殊困难

群体就业。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29）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

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

大问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

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强对垄

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健全个人收入监测办法，强化个人

所得税征管。完善和规范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推进事业单

位分配制度改革。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

（30）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

相结合，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将城镇从业人员纳入基本养老

保险。建立健全省级养老保险调剂基金，在完善市级统筹基

础上，逐步实行省级统筹，条件具备时实行基本养老金的基

础部分全国统筹。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实现国有企业下岗职

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的同步改革，扩

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医疗救助和多层次的医疗

保障体系。继续推行职工工伤和生育保险。积极探索机关和

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采取多种方式包括依法划转

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强化社会保险基金征缴，

扩大征缴覆盖面，规范基金监管，确保基金安全。鼓励有条

件的企业建立补充保险，积极发展商业养老、医疗保险。农

村养老保障以家庭为主，同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有

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十、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国

家创新能力和国民整体素质

（31）营造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体制环境。创新人才工

作机制，培养、吸引和用好各类人才。以党政人才、企业经

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为主体，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

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多层次、多渠道、大规模地开展

人才培训，重点培养一批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加强西部和

民族地区人才开发，建立促进优秀人才到西部、基层和艰苦

地方工作的机制。尊重知识，鼓励创新，实行公平竞争，完

善激励制度，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的良好环

境。建立和完善人才市场体系，进一步促进人才流动。积极

引进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各类人才。

（32）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加快国

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

成，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

合。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为各类企业

创新活动提供平等竞争条件。必须由国家支持的从事基础研

究、战略高技术、重要公益研究领域创新活动的研究机构，

要按照职责明确、评价科学、开放有序、管理规范的原则建

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面向市场的应用技术研究开发机构，

要坚持向企业化转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推动高

等教育和科技创新紧密结合。建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创

新机制，实现国防科技和民用科技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建

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促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协

调发展。

（33）深化教育体制改制。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

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增强国

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

为人力资源优势。推进教育创新，优化教育结构，改革培养

模式，提高教育质量，形成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教

育体制。巩固和完善以县级政府管理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

理体制。实施全员聘用和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完善和规范以

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教育投入体制，形成公办

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完善国家和社会资助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制度。

（34）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

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

文化管理体制。转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促进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

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

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

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

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

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

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

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依法规范文化市场秩序。深化体育改革，构建群众体育服务

体系，健全竞技体育体制，促进体育产业健康发展，增强全

民体质。

（35）深化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公共卫生管理

职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卫生医疗体

系。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充分利用、整合现有资源，建

立健全疾病信息网络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医疗救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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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

力。加快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改善乡村卫生医疗条件，

积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对贫困农民的医疗救

助。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搞好环境卫生建设，树立全民

卫生意识。健全卫生监管体系，保证群众的食品、药品和医

疗安全。

十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

制度

（36）继续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形成行为规范、运

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调整

各级政府机构设置，理顺职能分工，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

编制的法定化。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推进依法行政，严格

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发展电子政务，

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

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

深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力精简机构和人员。继续推

进事业单位改革。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发挥城乡社区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

（37）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

按照中央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明

确中央和地方对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

方面的管理责权。属于全国性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事务，由中央管理，以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

统一。属于面向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事务，由地方管理，以

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强行政活力。属于中央和

地方共同管理的事务，要区别不同情况，明确各自的管理范

围，分清主次责任。根据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划分，逐

步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税、金融、投资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

分工和职责。

（38）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

略，着眼于确立制度、规范权责、保障权益，加强经济立

法。完善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法律制度，使各类市场主体真

正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完善产权法律制度，规

范和理顺产权关系，保护各类产权权益。完善市场交易法律

制度，保障合同自由和交易安全，维护公平竞争。完善预

算、税收、金融和投资等法律法规，规范经济调节和市场监

管。完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切实保

护劳动者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完善社会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39）加强执法和监督。加强对法律法规的解释工作，

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行政执法、司法审判和检察的能力和水

平，确保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按

照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的要求，建立权责明

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执法体制，防止和纠

正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改革行政执法体制，相对

集中行政处罚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维护司法公正。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做到严

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十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而奋斗

（40）党的领导是顺利推进改革的根本保证。建成完善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作出的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决策，是对全党新的重

大考验。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肩负的历史责任，不断学习新

知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和

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式。要自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坚持谋全局、把方向、管大事，进一步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

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

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培养和

造就大批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加强各级领导班

子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

证。要着眼于我国基本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

宜，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

来，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确保社会稳定和工作有序进行。要

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

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

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

（41）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

要保证，必须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要进

一步抓好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廉洁自

律，坚决查处各种违纪违法案件，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

不正之风。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思想道德教

育，加强廉政法制建设，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务必继续保持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坚持抵制各种不良风气的侵蚀，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42）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

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协调发展的伟大事业。要积极

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

义法制，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要大力加强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着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断提高全

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强

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全面贯

彻十六大精神，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周围，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国务院公报》2003 年第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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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温家宝总理

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认为，报告求真

务实，对一年来政府工作的回顾和总结实事求是，充分反映

了所做的主要工作和各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同时指出了前

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今年政府工作的部署，贯彻

了科学发展观，任务明确，重点突出，切实可行。会议决定

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重要而非同

寻常的一年。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面对复

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和频繁发生

的自然灾害，迎难而上，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夺取了抗击

非典的重大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

就，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迈出重要步伐。国务院依

法认真履行职责，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会议对国务院

一年来的工作表示满意。

会议指出，2004 年是我国改革和发展十分关键的一年。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继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

中全会精神，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切实把发展作为第一要

务，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

要求，更加注重搞好宏观调控，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

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改革创新，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突出矛盾，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

同进步，努力完成本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

会议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调整政

策的力度和重点。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遏制部分行

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

路的要求，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会议强调，要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必须把解决农

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重点抓好增

加农民收入、增加粮食生产。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多渠道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大对农业和农

村的投入力度，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要积极推进西部大开

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

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推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

会议强调，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发展社会事业。

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切实把教育放在优

先发展的地位，进一步增加教育投入，重点加强义务教育特

别是农村教育。推进科技发展和体制改革。积极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加强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积极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发展和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

会议强调，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

平。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济，逐步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大

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推进金融、财税、投资体

制改革。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大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

力度。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合理有效利用外资，加快实施“走出去”

战略。努力保持对外贸易适度增长。

会议强调，要加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力度，进一步改

善人民生活。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拓展就业渠道，改

善就业和创业环境，增加就业和再就业。健全与我国国情和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加强“两个确

保”工作，搞好“三条保障线”的衔接。完善社会救助制

度。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抓紧解决城镇房屋拆迁、农村土地

征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问题。努力提

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会议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全面

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侨务政策，继续做好民族、

宗教、侨务工作。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强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监管，严肃

查处各类安全责任事故。

会议要求，各级政府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按照执政为

民的要求和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建

设。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

政，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政风建设和公务员队伍建

设，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弘扬求真务实精神，

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反对奢侈浪费，

杜绝弄虚作假，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会议强调，要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香港、澳门两个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广泛团结香港、澳门各界

人士，维护香港、澳门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坚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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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积极推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

济、文化交流。继续推动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恢复两岸对

话和谈判。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

一。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绝不允许任何

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

会议指出，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进与各国的友好交往与合

作，继续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世界

各国人民一道，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

旗帜，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同心同

德，开拓前进，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

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 年第3 号）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 —2004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温 家 宝国务院总理

各位代表：

本届政府履行职责已经一年。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

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

出意见。

一、一年来工作回顾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重要而非同寻常的一年，

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一年。面

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和频繁

发生的自然灾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级政府和全国各族

人民一道，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

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迎难而上，顽强拼搏，奋力开拓创新，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迈出重要步伐。

——抗击非典取得重大胜利。

——经济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9.1 % ，

达到11.67 万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

破1 000美元，跨上一个重要台阶。

——国家财力明显增强。全国财政收入达到 2.17 万亿

元，比上年增加2 787亿元。

——对外贸易大幅增长。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

37.1% ，达到8 512亿美元，由上年居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

四位。

——就业超过预期目标。城镇新增就业859万人，下岗

失业人员再就业440万人。

——居民收入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9% ，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3% 。

——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

这些成就，标志着我国综合国力又有新的提高，进一步

增强了全国人民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一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六方面工作：

（一）采取果断措施，集中力量抗击非典

去年春天，我国遭遇了一场非典疫情重大灾害。党中

央、国务院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及时研究和部署防治非典工作。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非典列

为法定传染病管理，如实公布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群防

群控。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成立防治非典指挥部，统一调度人

力物力财力，充分发挥城乡基层组织的作用，确保预防、救

治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组织科研攻关，在诊断、治疗、防疫

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对农民非典患者实行免费治疗等措

施，严防疫情向农村扩散。

在抗击非典斗争的艰难时刻，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第一

线，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社会各界同舟共济，广大医务工作

者临危不惧，中华民族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二）适时适度调控，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我们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及时采取措

施进行宏观调控。

在非典肆虐的情况下，我们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不放松，

一手抓经济建设不动摇。着力加强重点建设，促进工业生产，

保证物流畅通，及时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实行减免税费、

贴息贷款等扶持政策，并制定促进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

面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们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采取综合措施，引导和

调控社会投资。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全面清理

各类开发区，制止乱征滥占耕地。适当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

备金率，控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势头。在调控中，注意适度

微调和区别对待。

我们加大“三农”工作力度，及时作出部署，保护粮食

主产区和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加强经济运行协调，采取

措施增加供给，引导需求合理增长，缓解煤、电、油、运和

重要原材料供应紧张状况。

我们积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抓紧一批对经济增

长和结构调整有重大促进作用的重点项目建设，特别是加快

水利、能源、交通等项目的开工和建设。三峡水利枢纽二期

工程胜利完成，三期工程拉开序幕；西气东输东段工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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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青藏铁路正线铺轨顺利推进；西电东送规模扩大；南

水北调工程东、中线开工建设。西部大开发继续推进，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开始实施。

（三）注重统筹兼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非典疫情蔓延，集中暴露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

的问题。我们从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和财政投入等方面，及时

作出必要调整，推动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中央财政全年用于

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事业的支出达855 亿元，比

上年增长12.4% ；支持社会事业发展的国债投资达 163 亿

元，增长近两倍。

以疾病预防控制和农村为重点，加强全国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制定并组织实施《国家公共卫生监测信息体系建设规

划》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建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和应急机制。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

设，重点抓了省、市（地）、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建设。

采取中央与地方共建办法，加强农村卫生医疗机构建设。开

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试点。

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中央财政和国债资金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主要用

于补助中西部农村教师工资发放、中小学危房改造、中小学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试点和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许多城

市开始实行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的办法，努力使进城务工

农民的子女能够上学。

一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和高新技术产

业化取得重要进展。国务院着手编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组织大批专家参与研究论证，已有一批重要研究

成果。

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发展。文化市场整顿

力度加大。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运动取得新成绩。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加强。国土资源管理、环境

保护、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新

成效。

（四）关心群众生活，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我们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

题，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各级政府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扩大就

业再就业的一系列措施，加大资金投入、政策支持和工作力

度。中央财政新增 47 亿元专项补助资金，用于支持就业再

就业。加强对高校扩招后首批毕业生就业的指导和服务，全

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去年底达到 83% ，比上年增加 60

万人。

为继续落实“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2003 年中

央财政支出 700 亿元，比上年增长19.9% ；其中用于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补助资金由上年 46 亿元增加到 92 亿

元。全国2 235万城市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从 2003 年

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地方解决企业军转干

部等生活困难问题；再次提高革命伤残人员等优抚对象的抚

恤补助标准。

我们进一步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增加资金投入，改

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全力做好抗灾救灾工作，中央财

政用于洪涝、干旱、地震等救灾救济支出 80.3 亿元，比上

年增长63.9% ；用于灾后重建的中央投资 27.9 亿元。灾区

群众生活得到妥善安排，恢复生产和重建工作有序进行。各

级政府重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加大了工作力度，取

得初步成效。

（五）推进体制创新，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

按照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方案，国务院机构改

革顺利完成，调整和新组建的机构运转正常。宏观调控体系

建设、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银行业监管体系建设取得重

要进展。统一内外贸管理体制，调整了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

监管体制。省级政府机构改革基本完成。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进一步深化。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继续推进。电力、电信、民航等行

业的改革加快。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提

高，实现利润3 784亿元，比上年增长45.2% 。银行、证券、

保险业改革稳步推进。制定并实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

试点方案。改革了证券发行审核制度。国有保险企业股份制

改造取得明显进展。酝酿多年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开始在8 个

省（市）试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扩大到全国。促进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深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

序，坚决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改

善市场环境，维护消费者和生产者合法权益。

我们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继续降低关税税

率，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外贸经营权进一步放开。制定并

实施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方案，积累多年的欠退税问题将逐步

得到合理解决。加强了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和解决贸易争端

的工作。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

接投资535亿美元。年底国家外汇储备达4 033亿美元，比

年初增加1 168亿美元。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去年，还签

署了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增强了内地与港澳的经贸联系。

（六）加强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

我们高度重视政府法制建设。国务院先后提出银行业监

督管理法草案、对外贸易法修订草案等5部法律议案；制定

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 28 部行政法规。

针对收容遣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并组织实施《城市生

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配套措施。《法律

援助条例》的实施，为困难群众解决打官司难提供帮助。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治安混乱地区进行重点整

治。加大对严重暴力犯罪等突出犯罪的打击力度，社会治安

取得新的进步。坚持执法为民、从严治警，着重解决超期羁

押、滥用强制措施等问题，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加强政法

队伍建设，发挥公安机关和武警部队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

要作用。

过去的一年，各级政府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兴起学习贯

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高潮。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建设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成效。民族、宗教、侨务工作取得

新成绩。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迈出新步伐。外交工作开创

了新局面。

一年来各方面的显著成就，确实来之不易。这是党中央

总揽全局、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辛

勤劳动的结果。我代表国务院向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和干部，向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向解

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民警，表示诚挚的感谢！

向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对

政府工作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向关心和支持祖

国建设和统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向一切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

建设的各国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回顾过去一年，我们清醒地看到，在前进道路上还有许

多困难和问题，政府工作还有不少缺点，群众还有一些不满

意的地方，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从根本上解决还需要相当

长时间。农民增收缓慢，就业和社会保障任务重，区域发展

不平衡，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资源环境压力增加。

在经济加快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一些新的矛盾，特别是投

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比

较严重，能源、交通和部分原材料供求关系紧张。粮食减产

较多，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现象比较突出。社会事业发展滞

后，群众对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反映比较强烈。城乡不少

低收入居民生活还比较困难。一些地方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屡

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接连出现，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

严重损失，教训极为深刻。我们还清醒地看到，有些政府工

作人员存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奢侈浪

费，弄虚作假，甚至贪污腐败。政府自身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十分艰巨。

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而不可回避，认真解

决而不可任其发展。政府工作任重道远。我们要保持清醒头

脑，增强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下定决心，知难而进，开

拓创新，扎实工作，以新的精神状态、新的工作面貌，迎接

新的考验，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二、2004 年主要任务

今年是我国改革和发展十分关键的一年。政府工作的基

本思路和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抓

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

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更加注重搞好宏观调控，更

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改革创新，

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

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

（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今年经济工作的基本着眼点，是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

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

济出现大起大落。中央提出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 左

右，既考虑了保持宏观调控目标的连续性，也考虑了经济增长

速度与能源、重要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实际条件的衔接，减轻

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这也有利于引导各方面把主要精力放

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把更

多的财力、物力用在社会发展和加强薄弱环节上。

搞好宏观调控，既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又要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调整政策实施的力

度和重点。适时，就是把握好调控措施出台的时机，见微知

著，防患于未然；适度，就是松紧得当，不急刹车，不一刀切。

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是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采取的

阶段性政策，随着社会投资增长加快，应逐步调减发债规

模。今年拟发行建设国债1 100亿元，比上年减少300亿元。

为了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和稳定的资金来源，在逐年减

少国债发行规模的同时，要逐年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

建设投资，今年拟先增加 50 亿元。总的考虎是，经过几年

努力，在现有财政赤字规模不扩大的情况下，中央预算内经

常性建设投资逐步增加到一定规模，同时逐步减少发行建设

国债。要调整建设国债使用方向，集中用于促进经济结构调

整和社会全面发展。今年国债投资要向农村、社会事业、西

部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

斜，保证续建国债项目建设。要切实管好用好国债资金，确

保国债项目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继续做好财政税收工

作，大力增收节支，严格依法征税，保证重点支出。充分发

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适当控制货币信贷规模，优化信贷结

构，既要支持经济增长，又要防止通货膨胀和防范金融风

险。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基本稳定。

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坚决遏制部分行业和地区

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今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

务。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辅之

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引导和调控。一要完善产业政策和

行业规划，健全行业信息发布制度，正确引导社会投资方

向。二要抓紧制定和完善行业准入标准，严格市场准入。凡

在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方面不符合标准的项

目，尚未建设的不准开工，在建的要进行清理，已建的要限

期改造。三要依法加强用地管理。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继续清理开

发区，整顿规范土地市场。四要强化信贷审核和监管。对不

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新建项目和改扩建项目，金融机构不予

贷款。五要严肃税制，坚持禁止和纠正擅自出台税收优惠政

策的行为。通过这些措施，努力使投资结构得到调整和优

化，投资总规模保持合理水平，投资效益得到提高。要按照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大和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大

力发展现代流通、旅游、中介服务等第三产业，逐步提高其

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缓解当前能源、重要原材

料和运输的供求矛盾。一方面，要增加煤炭、电力、油品生

产；加强经济运行调节，促进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

的供需衔接，保证居民生活、重要行业和重点企业的需要；

加快大型煤炭基地、重要电源电网建设，加快石油等重要资

源勘探开发，加快重大交通运输干线与枢纽工程建设。另一

方面，要坚持增产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优先位置。这不

仅是当前解决供需矛盾的迫切需要，也是缓解我国资源环境

压力的长远之计。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各行各业都

要杜绝浪费，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形成有利于节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约资源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要方

面。我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偏低，不利于国内需

求的稳定扩大，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良性循环。

要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居民购买力水平；加大收入

分配调节力度，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发展消费信

贷，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

扩大服务消费领域，改善生产供给结构；各项改革措施要有

利于增强消费者信心，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增加即期消

费。要通过不断努力，逐步改变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

状况。

（二）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

增产

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

重。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又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今年要按照

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

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第一，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依法加强耕地管理，坚决制止乱占滥用耕地，

纠正随意改变基本农田用途的现象。加快改革土地征收、征

用制度，完善土地征收、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确保占补平

衡。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重点支持主产区发

展粮食生产，启动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建设稳产高产基本

农田。

第二，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

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竞

争力。推进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积极发展畜牧业，切实做好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动物疫病的防

治工作。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农村非农产业，壮大县域经

济。稳步推进城镇化，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加强农民工

培训，多渠道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第三，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

产税，每年可使农民减轻负担 48 亿元。从今年起，逐步降

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

农业税。今年农业税率降低可使农民减轻负担 70亿元。为

支持农村税费改革，今年中央财政拿出396亿元用于转移支

付。加快推进县乡机构等配套改革。

第四，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

场，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和调控，对

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今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

100 亿元，直接补贴种粮农民，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监管，保护农民利益。

第五，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力度。各级政府都要增加

对“三农”的投入。今年中央财政投入增加 300 亿元以上，

比上年增长20% 以上。国债投资重点加强农村“六小工程”

和农田水利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搞好农村扶

贫开发，多渠道增加扶贫资金投入，扩大以工代赈规模。改

进农村金融服务，农村信用社要增加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

户联保贷款，支持农民发展生产。

第六，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科研攻关，增强农

业科技创新、储备和转化能力。加强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建

设，大力推广增产增效的先进适用技术，扩大农作物良种补

贴范围和规模。

（三）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战

略问题。要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

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认真总结经验，完善政策，

落实各项措施，积极有序地推进。扎实搞好退耕还林、退牧

还草、天然林保护、风沙源和石漠化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抓好关系全局的重大项目，不断增

强经济发展后劲，继续抓好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小型

工程建设；以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层文化建设为重点，

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积极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推进重

点区域和地带开发。

认真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今年要有一

个良好的开端。落实中央的各项政策措施，突出体制机制创

新，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着

力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调整改造，做好资源型城市经

济转型和采煤沉陷区治理工作。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群众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

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国家支

持中部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

步伐，加强现代农业和重要商品粮基地建设，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发展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工业化

和城镇化水平。

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财力、物力和科技

实力，更好地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要继续发挥优势，加快

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有条件的地方要率

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东、中、西部地区要加强多种形式的合

作，在协调发展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国家继续采取措施，

支持革命老区加快发展。

（四）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用更大的精力、更多

的财力加快教育事业发展。实施新一轮《教育振兴行动计

划》，重点加强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今年要启动西部

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到 2007 年使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

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中央财政将为此投入

100亿元。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

中央财政和省、市（地）财政要增加对贫困县义务教育的转

移支付。继续实施第二期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中央财政将

投入60亿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还将加大投入，发展农

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优化教育结构，积极稳步发展高等

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提高

教育质量。规范和发展民办教育。坚决治理教育乱收费，切

实减轻学生家庭负担。

今年，要继续集中力量完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的编制，确定未来 15 年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目标、任

务和政策。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快国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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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基础研究。组织实施一

批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项目，促进科学技术与

产业结合，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
认真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培养、积极引进、合理使

用各类人才，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

支持。

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提

高出生人口素质。完善基层计划生育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

切实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做好老龄人口工作。认真

实施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

林业发展战略。加大执法力度，强化生态环境监管，严格控

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抓紧解决严重威助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

环境污染问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依法保

护与合理利用国土资源。重视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加强水

资源保护和节约利用。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五）加快卫生文化体育事业发展.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发展卫生事业，今年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是加强公共卫

生体系建设。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

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提高应对重大传染病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要高度重视并采取坚决有力措

施，做好非典型肺炎、艾滋病、血吸虫病等重大传染病的防

治工作。二是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试点工作。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

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卫生队伍建设，逐步改善

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要从各地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逐步建立由政府组织和引导，

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

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确保农民群众受益。三是积极

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试点。继续改革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实行医疗机构

分类管理，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卫生资源，发展社区卫生事

业，改进医疗卫生服务。同时，在城乡广泛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不断增长，必须把文化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大力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特别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积极开展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农村、社区和企业等基层文化建

设。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

业，实施精品战略，提供更多健康向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精神文化产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文化发

展纲要。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大对公益性

文化事业扶持力度，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搞好文物、档案工

作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继续加强文化市场和互联网

的建设与管理，坚持不懈地进行“扫黄”“打非”斗争。积

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努力提高竞

技体育水平。继续做好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 年上海世

界博览会的准备工作。

（六）抓住有利时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今年，要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部署，有重点

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力求在一些重要方面取得新进展。

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抓紧完善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相关法规和实施办法，研究建立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制度和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进一步落实国有资产经

营责任。积极推进国有企业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完善产权结

构和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大力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济，逐步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继

续做好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重组工作，稳步推进

邮政、铁路行业改革。推进市政公用事业的市场化进程。通

过改革和发展，形成一批核心竞争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和知名品牌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继续推进集体企业改革，

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

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各级政府要抓紧清

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和政策，落实放宽市

场准入的措施。进一步研究制定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

企业改组改造，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的具体办法。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

面，采取措施保障非公有制企业及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保护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改进服务和监管，支持和鼓

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加快推进现代产权制度建设。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要加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重

点做好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工作。其他

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也要深化改革。继续搞好农村信用社

改革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扩大范围。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

放和稳定发展，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逐步提高企业直接

融资比重。继续推进保险业改革，大力发展保险市场。完善

银行、证券、保险监管体制，加强相互配合，强化金融监

管，维护金融稳健运行。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是逐步推行增值税由生产型改

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促进企业技术

进步，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今年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先行试

点。抓紧制定配套措施，认真落实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方案。

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主要目标是：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

的管理制度，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

险”的原则，扩大和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合理界定政府投

资职能，加强政府投资管理，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

健全投资宏观调控体系，改进调控方式，完善调控手段。经

过努力，最终建立起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

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

型投资体制。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抓紧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

征集体系、信用市场监督管理体系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大整

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的力度，重点是继续抓好直接关系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药品等方面的专项整治。严

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非法传销和商业欺诈行为。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依法惩处盗版侵权行为。严厉打击偷逃

骗税、洗钱和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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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适应新的形势，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我们必须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外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发展空间，积极主动地做好对外

开放各项工作，增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

努力保持对外贸易适度增长。要继续实施市场多元化战

略，坚持科技兴贸，以质取胜，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促进加

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强对外贸易协调，努力打破贸易壁垒，

减少贸易摩擦，为企业争取公平贸易的环境。深化涉外经济

体制改革，落实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进出口经营自主权。增加

国内短缺原材料、关键技术和重大设备的进口，推进重要物

资进口来源多元化。要积极合理利用外资，着力提高利用外

资质量。继续实行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改善投

资环境。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协调

和指导，鼓励各类所有制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到境外投资兴

业，拓展国际市场。积极开展多边、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

继续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承诺。

（八）加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

生活

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今年的预期目标

是，新增城镇就业 900 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500 万

人。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要把财政、信贷支持和

税费减免等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再就

业补助资金 83 亿元，比去年增加 36 亿元。要拓展就业渠

道，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

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鼓励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要健

全再就业援助制度，政府出资开发的公益性岗位要优先安置

就业困难人员。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主辅分离、辅业改

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要重点做好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

城市和独立工矿区以及军工、煤炭、森工等行业下岗失业人

员的再就业工作。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就业技能培训、

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今年仍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高峰年，退

役军人安置任务也很重，要认真做好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

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

保障体系，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要继续做好“两个确

保”工作，搞好“三条保障线”的衔接。稳步推进国有企业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坚持社会统筹与个

人账户相结合，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依法扩大社会

保险覆盖面，加强对各类参保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各级

政府要加强执法检查力度。进一步做好城市“低保”工作，

规范“低保”标准和范围。继续多渠道筹集并管好社会保障

基金。在总结辽宁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的基础

上，将试点范围扩大到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今年，中央财政

安排用于“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的补助资金 779 亿

元，比去年增长11.3% 。地方财政也要增加这方面的投入。

对城乡特殊困难群众，要给予更多的关爱。继续完善社

会救助制度。切实帮助特殊困难家庭解决就医看病、子女上

学、住房、冬季取暖等实际困难。完善农村“五保户”生活

保障制度，确保供养资金。切实做好农村受灾地区税收减免

和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救济等工作。关心和支持残疾人事业。

抓紧解决城镇房屋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

在城镇房屋拆迁中，要严格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近期建设规

划，合理确定拆迁规模，规范审批程序，完善补偿安置政

策，强化监督检查。在农村土地征用中，要严格控制征地规

模，依法按规划和程序征地，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切实

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当前要抓紧解决克

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国务院决定，用三年时间基本解

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清欠要从政府投

资的工程做起，同时督促各类企业加快清欠。对拖欠农民工

工资拒不支付的企业和经营者，要坚决依法查处。要建立健

全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机制，从源头上防止新的拖欠。各

类企业都要按时发放工资，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要保证

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离退休费的按时足额发放，任何地方都

不得出现新的拖欠。要严格工资专户管理，财政资金要优先

保证发放工资。

（九）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和城

市居民自治，尊重基层和群众的民主权利。坚持和完善职工

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

的合法权益。

继续做好民族、宗教、侨务工作。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

策，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

大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强少数民族各类

人才培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

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

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一步做好海外

侨胞和归侨、侨眷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在促进祖国统一和

民族振兴中的独特作用。

加强政府立法工作。要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

立法。重点做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保障农民权益、劳动就

业和社会保障，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立法。要努力提高

政府立法工作质量。研究拟定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

法律草案和制定行政法规，要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加强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做好法律援助工作。依法保障

妇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加强普法宣传教育，

在全社会营造学法、懂法、守法的良好环境。

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要进一步

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

罪、毒品犯罪等。加大对突出治安问题和治安混乱地区的整

治力度。完善政法经费保障机制，为政法机关正常开展工作

提供必要条件。重视和加强反恐怖斗争。深入开展同邪教组

织的斗争。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健全预防、化

解各种矛盾和纠纷的机制，重视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

作，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要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加强安全工

作。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加强安全专项整治，落实安全防范

措施，健全安全责任制。坚决查处各类安全事故，依法追究

有关人员责任，维护法制和纪律的严肃性。

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要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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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全面加强部队建

设。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的跨越式发展。实施科技强军战略，重点加强高新技术武

器装备研制，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推进以信息化为主

导、机械化为基础的军队现代化建设，提高高技术条件下的

整体防卫作战能力。坚持依法治军方针，加强正规化建设。

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提高国防建设整体效

益。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积极推进国防科技工

业改革、调整和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精心做好军队体

制编制调整改革工作，确保完成 2005 年前裁减军队员额20

万等各项任务。加强后勤建设和改革，提高后勤保障能力。

进一步增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要大力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积极支持国防和

军队建设，搞好预备役部队和民兵建设，建立和完善快速高

效的国防动员体制。深入开展双拥共建活动，加强军政军民

团结。

三、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政府担负着繁重而艰巨

的任务。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断

提高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一年来，我们按照执政为民的要

求和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突出强调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

持依法行政和加强行政监督三项基本准则，并认真贯彻执

行。新的一年，我们要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各级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

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

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要加快政企分

开，进一步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

机构，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

时，加强对中介机构的规范和监管。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

好，并适应新形势改进管理方式和方法，提高行政效能和工

作效率。

第二，坚持科学民主决策。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

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

正确性。加快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

制度、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所有重大

决策，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

的基础上，由集体讨论决定。这要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工作

制度，长期坚持下去。

第三，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各级政府都要按照法定权限

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要学会并

善于依法处理经济社会事务。要改革行政执法体制，相对集

中行政许可权和行政处罚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解决多头

执法和乱罚款等问题。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促进严格执

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

制，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制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

受监督、侵权要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今年

7 月 1 日将正式施行，这是规范政府行为的一部重要法律，

各级政府必须认真执行。

第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

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只

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同

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

督，认真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

的意见。同时，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重视人民

群众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渠道，对政府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的监督；加强政府系统内部监督，支持监察、审计

部门依法独立履行监督职责。为便于人民群众知情和监督，

要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第五，加强政风建设和公务员队伍建设。弘扬求真务实

精神，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是加强政风建设的

一项重要内容。各级政府办事情、作决策，都要符合中国现

阶段国情。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既

要积极进取，又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必须坚持办实

事，求实效，珍惜民力，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必

须坚持察实情，讲真话，不虚报浮夸；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立

足当前，着眼长远，不急功近利；必须坚持改进工作作风，精简

会议，减少文件，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各项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

公务员的素质决定着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效率。要建设一

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公务员队

伍。这支队伍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牢固

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依法行政能力；忠于

职守，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遵守纪律和职业道德，诚信廉

明，公道正派，甘于奉献。各级政府都要从严治政，赏罚分

明。要重视和加强公务员的培训和考核工作。

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建立教育、制度、监督

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坚决

惩处腐败分子，坚决纠正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全

体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继续保持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各位代表！

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是我们坚定不移

的目标。我们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办事，

全力支持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

政。广泛团结港澳地区各界人士。切实做好内地与香港、澳

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工作。我们对香港、澳门的前

景充满信心。

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

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我们将

积极推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促进直接“三

通”，依法保护台湾同胞在大陆的正当权益，继续推动在一

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恢复两岸对话和谈判。我们将以最大的诚

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坚决反对任何形

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

从中国分割出去。我们坚信，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

华儿女的不懈努力下，祖国完全统一的共同愿望，一定能够

早日实现！

各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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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

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曲折

中发展，谋求和平与发展、促进合作与进步已成为不可阻挡

的历史潮流。但是，单边主义倾向有新的发展，局部冲突不

断，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和非传统

安全问题交织，给各国人民带来严峻挑战。

过去的一年，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握

机遇，应对挑战，主动进取，对外工作成绩显著。我国在国

际上赢得了更多的理解、信任、尊重和支持，国际地位和影

响力进一步提高。

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

帜，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推进与各国的友好交往与合作，努力争取更好

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我们要坚持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

展模式多样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

方向发展。要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反

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继续推

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我们要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探索合作的新渠

道、新形式，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

我们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与周边各国深

化睦邻友好合作，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我们要不断加强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努力寻求和扩大共

同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平等对话与磋商，逐步解决存在的分

歧，促进相互关系的稳定发展。

我们要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

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始终站在人类正义事业的一边，

同各国人民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不懈奋斗。

各位代表！

新的一年，政府工作任务相当繁重，我们深感肩负的责

任重大而光荣。全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给了我们无

穷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心。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伟大旗帜，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各种艰

难险阻，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 年第3 号）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关于 2003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04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经过审查并根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

国务院提出的200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批准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

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4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审查结果

报告中为完成 200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出的各项

建议。会议要求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坚持科学发展

观，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传统，按照“五个统

筹”的要求，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推动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促

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会议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增强宏观调控的科

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

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适度调整政策实施的

力度和重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

落。切实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

之重，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发展粮食生产，加大对农业和农

村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教育、文化、卫生条件。千方百计

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继续落实“两

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积

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断提高第

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推进金融、财税、投资体制改革。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

秩序。坚决遏制重大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努力保持对外贸易

适度增长，积极合理利用外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统筹经济

和社会发展，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切实加强基础教

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组织制定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积极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大环境保护的执法力

度，抓紧解决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环境污染问题。提高全社

会资源忧患意识，加强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紧紧依靠全国

各族人民，全面完成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任务。

（《中华人民共国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 年第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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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 2004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2004 年 3 月 6 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马 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各位代表：

我受国务院委托，向大会报告 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过去的一年，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

照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议，

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夺取了抗击非典的重大胜

利，战胜了自然灾害等各种困难，国民经济呈现出增长比较

快、效益比较好、活力比较强的良好态势，经济和社会发展

主要预期目标顺利实现。

（一）经济较快增长，效益大幅提高。国内生产总值

116 694亿元，比上年增长 9.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 030

元，按现行汇价计算，首次超过1 000美元，跨上了一个重

要台阶。国内需求增长加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5 118亿

元，增长 26.7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 842亿元，增长

9.1%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1.2%。

经济效益同步增长。全国财政收入2.17 万亿元，增长

14.7% 。工业经济效益创历史新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8 152亿元，增长42.7 % ，提高22个百分点。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3 784亿元，增长 45.2% 。工业产品销

售率98.1%。

（二）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经济活力不断增强。优质农

产品面积增加，优质专用小麦已占小麦播种总面积的 38% ，

提高7个百分点，大宗农产品进一步向优势产区集中。畜牧

业、渔业继续发展，奶类产量增长 25% 。农林水利重大工

程进展顺利。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力

量。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增长 34% 。国债投资对促进结构

调整继续发挥重大作用，一批对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有重大促

进作用的项目相继建成投产、发挥效益。三峡水库蓄水成

功，永久船闸通航，首批发电机组投产。南水北调东、中线

工程相继开工。公路新增通车里程4.6万公里。新建铁路投

产里程1 164公里。电力建设步伐加快，发电量达 1.9 万亿

千瓦小时，增长15.5 % ，新开工和新投产发电装机均超过

3 000万千瓦。第三产业继续发展，一些新兴服务业大幅增

长，电话用户达到5.32亿户，新增1.12亿户。

经济自主增长能力增强。企业用于更新改造的自有资金

增长30.2% 。非国有经济投资活跃，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

22.9% ，比上年加快6.1个百分点。集体私营企业的产品出

口增长83.1% ，成为出口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西部大开发迈出新步伐，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振兴战略开始实施。西部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进一步加

强。退耕还林337万公顷，荒山荒地造林377万公顷，治理

严重退化草原666万公顷。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青藏铁

路累计完成新线铺轨317公里。西气东输东段全部完工，实

现向华东地区供气。西电东送新增送电能力超过 800 万千

瓦。新建和改造县际公路4 200公里，又有 860 万农村人口

的饮水问题得到解决，30 多万农户用上农村沼气。东北地

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开始启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继

续加快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生成。

（四）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生态建设

和环境保护取得新进展。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得到加强。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继续推进。神舟五号首次载人飞行圆满成

功，成为我国高技术发展的又一里程碑。教育事业继续发

展。义务教育取得新进展。全国普通高校招生 382.2 万人，

比上年增加 61.7 万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

先后安排国债资金约60亿元，用于防治非典医疗基础设施、

省地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

体系建设。人口自然增长率 6.01‰。重点文化工程建设进

展顺利，广播影视、新闻出版、体育等各项事业不断发展。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得

到加强。营造生态公益林和防护林 205 万公顷。实行禁牧、

休牧，使860万公顷草原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三河

三湖”、三峡库区等重点流域和区域的污染治理步伐加快。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率有所提高。

（五）各项改革有序推进，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务院

机构改革顺利完成，省级政府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农村税费

改革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

改革迈出重要步伐。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的改革继续推

进。出口退税机制不断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程加快。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革重

组，并在境外成功上市。8省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进展顺

利。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启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查

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市场环境逐步好转。

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达到8 512亿美元，增

长37.1% 。外商投资领域继续扩大，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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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35 亿美元。实施“走出去”战

略取得新进展，境外投资领域进一步拓宽，投资方式日益多

样化。

（六）就业岗位继续增加，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新增

城镇就业 859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440万人，均超过

预期目标。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4.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8 472元，实际增长9%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 622

元，实际增长4.3%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养

老金基本做到按时足额发放。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

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有2 235万城镇居民得到了低

保救助，增加170 万人。国家安排专项资金，帮助灾区群众

恢复生产和改善生活。以工代赈规模继续扩大，贫困地区的

道路、用电、饮水等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易地扶贫搬迁

试点稳步推进。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非典疫情突如其来、自然灾害频

繁发生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

不易。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揽全局、从容

应对、果断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地区、各部门自觉

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团结广大干部群众，奋力拼

搏，扎实工作的结果，也是全国人大加强监督指导、全国政

协积极参政议政的结果。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中还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不但多年积累的

一些深层次矛盾还没有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

碍依然存在，而且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

题。一是农民增收困难，粮食减产较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

幅比上年低0.5个百分点。滥占耕地现象比较严重，粮食总

产量比上年减少264亿公斤。二是就业矛盾突出。目前城镇

下岗和失业人员仍有1 400万人左右，预计今年新增城镇劳

动力1 000万人左右，还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三是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不少低收入居民生活

还比较困难。四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依

然存在。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有所加

剧，消耗高、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状况比较严重，煤、

电、油、运供求关系紧张，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五是

经济与社会发展仍不协调。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

教育整体薄弱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六是市场经济秩

序仍较混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急需加强，重大安全生产事

故时有发生。对以上问题，我们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

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认真加以解决。

二、2004 年经济社会发展调控目标和主要任务

2004年是实现“十五”计划目标的重要一年，也是保

持经济发展良好势头非常关键的一年。做好今年的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十六届三

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

续的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切实把经济工作的

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的质量和

效益上来，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

性，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2004 年宏观调控的主要预期目标为：

——经济增长率7% 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7 % ；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3% 左右；

——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8% 。

实现今年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要着力抓好以下工作。

（一）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农民增收，保护和提高粮食生

产能力。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努力增加农民收

入，力争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5% 。继续推进农业和农

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加

强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促进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农村非农

产业的发展，搞活农产品流通。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动物应急防疫体系建

设，完善农产品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认证体系，实施

“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积极推进乡镇企业调整改造，有重

点地发展小城镇，壮大县域经济。大力开展对农村劳动力的

职业技能培训，加强信息引导，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

动。切实解决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建立健全及时支

付农民工工资的机制。在政府支持的农村建设项目中，专门

列支农民报酬，确保农民得到实惠。深化农村税费改革，降

低农业税税率，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切实减轻农民

负担。扩大以工代赈规模，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做好应急救

灾工作，安排好困难农户的生产生活。

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水平，扩大

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今年粮食产量力争达到

4 550亿公斤。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改革土地征收、

征用办法和补偿机制，严格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计划管

理。启动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以粮食主产区为主，集中力量

建设一批国家优质专用粮食基地。增加对良种繁育和技术推

广、病虫害防治以及灌区改造、旱作节水、坡改梯、淤地坝

等项目的投入，加快中低产田改造。主销区也要保护基本农

田，保持必要的粮食生产能力，充实地方粮食储备。

（二）积极调整国债投资方向，发挥好国债投资对结构

调整、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调

整政策实施的重点和力度。昨天，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今年拟发行1 1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我们

将按照本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切实把国债资金用好管好。国

债投资的重点，将由前几年主要用于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

济增长，转为集中用于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主要投向：一是更加注重农业和农村发展，继续加强“六

小”工程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二是更加注重社会事业建设，增加公共医疗卫生、基础教

育、基层政权和公检法司基础设施等建设的投入，促进社会

与经济协调发展；三是支持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

基地调整改造，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四是继续加强生态建设

和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五是加强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为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加快国债重点工程建设。青藏铁路基本完成线下工程，

累计正线铺轨647公里。南水北调加快前期工作，已开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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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要按合理工期要求，保证质量和进度。西气东输实现全

线商业通气。西电东送新增装机820 万千瓦。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和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暨数字图书馆工程年内开

工。加强国债项目稽察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工程质

量。
（三）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按照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以振兴装备制造业为重点，加强技术

创新，加快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继续实施直播卫星、下一代互联网、生物与新医药等高技术工

程。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加强现代装备制造业

基地改造，发展新型产业群。增强自主开发能力，提高关键成

套设备制造水平。实施好轨道交通、环保装备、重型燃气轮

机、大型水电设备、煤矿综采设备等重大装备本地化专项。

当前，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坚决遏制部分行业

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

的重要任务，也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出现大起大

落的迫切需要。要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引

导和促进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健康发展。大力推动这

些行业实行联合重组，支持规模效益好的企业加快发展，充

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优胜劣汰。认真落实《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的政策规划指导、行业信息引导、严格市场准

入、加强用地和信贷管理等各项调控措施。

努力缓解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加快大型煤炭基地

和运煤通道建设，在保证生产安全的前提下，努力增加煤炭

供应。按照电力先行、合理布局的原则，继续抓好电源和电

网建设，2004 年开工发电工程4 000万千瓦，投产3 700万千

瓦，并按规定同步建设脱硫设施。强化电网调度和需求侧管

理，保障安全供电。组织好原油、成品油的生产和进口，加

快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按照市场规律要求，加强运行调

节，促进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需衔接。加强重

要交通干线和枢纽建设。缓解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

供求矛盾，根本出路是在努力增加供给的同时，切实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浪费资

源的产业和企业盲目发展，动员各行各业大力节能降耗。

（四）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继续扩大居民消费和改善

人民生活。进一步落实已经确定的财政、信贷支持和税费减

免等各项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充分发挥劳动密集

型产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对扩大就业的作用。大力

发展第三产业，拓展商贸、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就

业空间，努力开发公共卫生、城市环保、医疗保健和社区、

家政服务等就业岗位，积极拓展旅游、教育、培训、文化、

体育、信息服务等就业领域。支持多种形式就业，鼓励灵活

就业和自主创业。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

加强对下岗和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

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安置好复员转业军人。

改善消费环境，扩大居民消费，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

产总值中的比重。在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加强农

村商品流通设施和商业网点、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扩

大农村消费创造条件。继续落实“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

线”，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离退休人员养老

金及时足额发放。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做好城市“低保”工

作，切实帮助困难家庭解决实际问题。增加中低价位普通商

品住房供应，搞活住房二级市场，扩大住房消费。积极发展

城市公共交通。稳步增加个人汽车、通信消费。鼓励居民扩

大旅游、体育健身和文化消费。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发展消

费信贷。要把扩大消费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结合起来。合理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城镇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

入。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强化个人所得税征

管，调节过高收入。

（五）促进财政增收节支，保持金融稳健运行。强化税

收征管，严厉打击偷税骗税行为，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支出管理，重点增加对“三

农”、就业和社会保障、教科文卫等方面的投入。确保机关

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按时足额发放，保

证国家机关正常运转和执法办案所必需的经费。一般性支出

继续实行零增长。2004 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23 570亿元，

支出26 768亿元，中央财政赤字控制在3 198亿元之内。

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控制货币信贷规模。

着力调整信贷结构，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促进结构调

整、扩大消费、增加就业等方面的贷款支持。加快发展和完

善金融市场，强化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不断完

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的基本稳定。2004 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 2）和狭义货币供

应量（M 1）分别增长17% 左右。

（六）统筹协调地区经济，促进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完善和落实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措施。抓好关系

西部长远发展的重大工程和与群众当前利益密切相关的中小

项目。加大改造县际和农村公路的投入力度。继续解决人畜

饮水困难。开工建设九甸峡水利枢纽等重点工程。加快西部

地区支线机场建设。巩固退耕还林成果，解决好退耕农牧民

吃饭、烧柴、增收等问题。积极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

加强西部人才队伍和法规建设。

积极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着力推进体

制和机制创新。推进钢铁、汽车、石化和重大装备制造等重点

行业的战略性重组。落实支持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财税、

社会保障、金融服务等政策。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

支持中部地区发挥区位、资源、人才、教育等综合优

势，加强农业产业化基地和制造业基地建设，推进经济结构

优化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

平。鼓励东部地区抓住机遇，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

力，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加强东、中、西部地

区经济交流与合作，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

（七）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增长，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质

量和水平。实施科技兴贸、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努

力扩大出口，提高出口效益。完善出口退税机制。组织好重

要商品和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积极推行外贸代理制，实行

外贸经营主体依法登记制，落实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进出口经

营自主权。加快技术标准建设，健全产业损害预警系统。

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继续实行扩大开放和鼓励外

商投资的政策措施。更加注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

素质人才。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完善财税、金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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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策，鼓励具备条件的各类所有制企业“走出去”。加

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逐步完善并全面落实内地

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八）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与人口、

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继续抓好天然林保护、重点防护林

体系和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高自然保护

区、生态功能区、风景名胜区的综合管护能力。加强“三河

三湖”、三峡库区、南水北调沿线等重点流域、重大工程废

水和“两控区”酸雨、二氧化硫的治理。继续做好重点行

业、重点城市污染防治工作。提高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率。

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提高全社会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建立节约型社会。完善节能、节水等规划、标准和政策

法规。加快开发和推广先进适用的节约和替代技术。重点推

进冶金、有色、电力、石化、建材、造纸等行业节能、节

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改造。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

国土资源，重视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

口素质。2004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以内。

（九）继续加强科技教育，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国

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

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启动上海

光源等国家重大科技和重大装备工程。抓好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建设。在生物、信息、新材料、医药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改造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支持重点企业的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积极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培养、积极引进、合理使用各

类人才。坚持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完

善经常性、制度化的农村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加快推进西部

地区“两基”攻坚，继续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和国

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搞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试

点。完善国家和社会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制度。加强高

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进一步扩大

优质高中规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快高技能

人才培养。2004 年，普通高校计划招生 400 万人，研究生

33万人。

积极发展文化、卫生、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事

业。完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加强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加

快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重

大疫情信息网络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步伐。加强农

村医疗卫生和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广播影视数字化

和网络化进程。促进体育产业健康发展，抓好奥运场馆及相

关设施建设。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抓住当前经

济增长较快、财政状况较好、环境比较宽松的有利时机，有

重点、有步骤地推进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努力消除束缚生

产力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对于解决当前经济生活中

的突出矛盾，对于实现今年的预期目标，对于今后的长远发

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

济制度。加快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完善国有资本有

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

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积极

推进国有企业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

资本、非公有资本相互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

企业。完善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改革的配套措施。组织

好邮政体制改革。抓紧制定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加快供水、

供气等市政公用事业的市场化进程。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

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落实使非公有制

企业在市场准入、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

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的各项政策。加快社会化服务体

系建设，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和规范省以下财政体

制，增加县乡财政的可支配财力。逐步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

向消费型转变，2004 年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先行试点。全

面落实出口退税改革的各项措施。搞好中国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的股份制改造，继续抓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稳步推

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

重。改进企业债券管理，增加企业债券新品种，扩大发行规

模。进一步健全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体制和协调

机制。

组织实施投资体制改革。抓紧制定和完善投资体制改革

的配套措施。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

险”的原则，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对政府投资的项

目，要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简化和规范审批程序，

积极推进代建制，建立投资责任追究制。在扩大企业投资决

策权的同时，加强和完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运用经济

的、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遏制某些行业盲

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建立和完

善投资监管体系。

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推行峰谷、丰枯等分时电价制

度，适时疏导突出的电价矛盾。改革民航运价形成机制。加

强和改进药品价格管理，继续降低药品价格。大力推进以节

水为核心的水价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和

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制度。继续推行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充

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妥善把握价格调整的时机和

力度，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

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按照“放开收购市场、直接补

贴粮农、转换企业机制、加强宏观调控”的思路，完善粮食

流通体制。逐步健全对粮农实行直接补贴的制度。加快国有

粮食购销企业改革。完善棉花流通体制。加强和改进对粮

食、棉花流通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结辽宁试点经验，将成熟的做法

推广到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继续试点。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

户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推进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制度建设。积极探索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

制度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产品

质量监管机制。继续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制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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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假、商业欺诈和走私贩私等不法行为。抓好直接关系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药品等专项整治。继续清

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开展涉农价格和收费、教育收费、电力

价格等专项检查。强化安全生产监管。

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改革科技管理体制，

完善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社会公益类科

研院所改革。巩固完善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

和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分级

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

制。继续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深化医疗保险制度、医疗

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

工作。

各位代表，做好今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任务艰

巨，意义重大。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指导，认真

听取人民政协的意见和建议，坚持依法行政，是我们做好经

济和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保证。我们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

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求真务实，扎实工作，为全面完

成200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任务而努力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 年第3 号）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03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04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2004 年 3 月12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傅 志 寰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2003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0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各代表团对计划草案和报告进行了

审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

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对计划草案和报告进行了审查。

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2003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战胜各种困难，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

业的显著成就，实现了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经济增长加快，效益明显提高，工

业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三农”工作力度加大。

西部开发稳步推进，重点建设进展顺利。对外贸易快速增

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的积极影响进一步显现。就业

岗位继续增加，社会保障工作得到加强，人民生活不断改

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农民

收入增长缓慢，粮食减产，一些地方滥占耕地问题突出，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

大。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

建设比较严重。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环境污染问题不容

乐观，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和义务教育薄弱，经济与社会发展

不够协调。

二、财经委员会认为，200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和报告体现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要调控目标

和措施基本可行。财经委员会建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 200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批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主任马凯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 2003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

三、做好2004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要以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

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弘扬求真务实精

神和艰苦奋斗的传统，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着力解决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

题，推动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财经委员会根据代表们的审查意见，提出

以下建议。

（一）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

入。切实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

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继续

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农业产业化经

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努力实现今年粮食产量目标。

认真贯彻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加快征地制

度改革，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遏制乱占耕地现象。

各级财政都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村教育、文化、卫生条件，促进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加快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加大金融机构

支农力度。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落实好今年农业税费减

免政策，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大力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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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二）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

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国债使用结

构，控制货币信贷投放规模，优化信贷资金投向。增强宏观

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调控要适时适度，保持经

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坚决遏制部分行业

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坚决纠正一些地方违规

批地，坚决刹住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之风。

（三）大力增加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采取有效措

施，实现今年城镇新增就业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目标。建

立和完善统一规范的失业和就业统计制度和统计体系，为制

定和实施促进就业的政策提供可靠依据。把财政、信贷支持

和税费减免等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拓宽

就业和再就业领域和渠道，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

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工作力度，继续

做好“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工作。

（四）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积极采取先进适用技术改

造传统产业。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

振兴装备制造业。高度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断提高第三

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能源交通建设力度，狠抓节

能降耗，缓解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求矛盾。继

续推进西部开发，认真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

略，支持中部地区尽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

（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

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推进规范的股

份制改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改进服务和监管。推进金融、财税体制改革。

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之间以及同中央银行、

财政部门的协调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推进投资体制改

革。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确保食

品、药品安全。依法查处商业欺诈，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坚决遏制

重大安全事故频繁发生。

（六）努力保持对外贸易适度增长，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市场多元化战

略，努力保持进出口适度增长。认真落实出口退税改革方

案，抓紧完善配套措施。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推动加工贸易

转型升级。改善投资环境，合理引导外资投向，重点提高利

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纠正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竞相推出

优惠政策和层层压指标的做法。

（七）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

步。深化改革，加大投入，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

强国战略。加强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切实抓好西

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

组织制定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深化科技管理

体制改革，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努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

进一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继承和发展优秀民族文化，保

护好文化遗产。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改善农村医疗卫生

条件，积极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继续做好人口与计

划生育工作。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抓紧解决威胁人民群

众健康的环境污染问题。提高全社会资源忧患意识，加强资

源节约和综合利用。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 年第3 号）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关于 2003 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执行情况及 2004 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的决议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经过审查并根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

国务院提出的 2004 年中央预算，批准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受

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 200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及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审查结果报

告中为完成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提出的各项建议。会议要求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严格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圆满完成2004年的预算任务。

会议强调，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五个统

筹”的要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加强宏观调

控。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增加公共卫生特

别是农村公共卫生的投入；增加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支持

推进税制和其他体制改革；从完善体制和规范制度上研究逐

步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努力节约各

项开支，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规

范省级以下财政体制。继续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尽快建立科

学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求真务实，依法理财，进一步加强

对预算执行的审计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 年第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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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03 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执行情况及 2004 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2004 年 3 月12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刘 积 斌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

金人庆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200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及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各代表团

对预算草案和报告进行了审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

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对预算

草案和报告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国务院报告的 2003 年预算执行结果，全国财政收

入（不含债务收入）21 691亿元，超过预算1 190亿元；全

国财政支出24 607亿元，超过预算 907 亿元；收支相抵，支

出大于收入2 916亿元。中央财政收入12 465亿元，超过预

算524亿元；中央财政支出15 663亿元，超过预算 524 亿

元。中央财政赤字3 198亿元，地方财政收支相抵，结余和

结转282亿元。国债发行6 40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债务

收入6 154亿元，代地方政府发债250 亿元。赤字和国债发

行均在批准的数额内。

2003 年，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落实党中央

确定的方针政策和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2002 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200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进

一步加强税收征管，财政收入突破 2 万亿元，再上新台阶；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

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适

时调整财税措施，积极应对非典疫情，战胜自然灾害，认真

解决拖欠出口退税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发挥了财

政的宏观调控作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继续深化。国家财政

为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推进社会的全面

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预算执行情况是好的。同时，财政

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财政收支矛盾仍然突

出，县乡财政困难问题比较严重，财政支出结构和预算管理

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和提高等。要深化改革，加强管理，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国务院提出的 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全国

财政收入安排23 570亿元，全国财政支出安排26 768亿元。

中央财政收入安排13 819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收入13 212

亿元，地方财政上解中央收入607 亿元。中央财政支出安排

17 017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支出7 607亿元，对地方税收

返还和补助支出9 41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3 198

亿元。弥补预算赤字和偿还到期的国内外债务本金支出

3 674亿元，加上中央代地方发债 150 亿元，全年国债发行

总规模为7 02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债务收入6 872亿元。

财经委员会认为，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体现了

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财政宏观调控力度，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增加支持“三农”、就业和再就业、社会保障、

公共卫生、科技教育等重点支出，增加了对地方的补助支

出。国务院提出的预算草案是可行的。财经委员会建议批准

国务院提出的2004 年中央预算草案，批准财政部部长金人

庆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200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及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地方各级政府

预算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三、为更好地完成 2004 年预算，做好财政工作，财经

委员会根据代表们的审查意见，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收入征管，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坚持依法治税，加强税收征管。禁止非法、越权和变相

减免税。大力清缴欠税，清理各项到期的税收减免优惠政

策。认真做好出口退税工作，确保今年不再发生新的拖欠。

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将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非税收入纳入预

算管理或纳入财政专户管理。

（二）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要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增加中央财政支农

资金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中央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

等公共事业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国债资金继续向农业和农

村倾斜。调整财政支农项目结构，改革财政支农补贴方式，

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取

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使农民得

到实惠。

（三）重视公共卫生特别是农村公共卫生的投入

要在总结抗击非典疫情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对待禽流感

和可能出现的其他疫情，建立财政应急机制。健全和完善与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卫生体系。尤其要加大对农

村公共卫生的投入，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改善

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

立，实行对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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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研究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

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县乡财力。要加大和规范对

县乡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调整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妥善解

决因农业税和其他税费改革可能给县乡财政带来的困难。今

年要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县乡财政发生新的债务，逐步消化

陈债。以后每年都要在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及债务问题上有所

进展。要从完善体制和规范制度上研究解决县乡财政困难

问题。

（五）努力解决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

要采取措施归还拖欠的工程款，力争今年还清中央本级

由预算拨款拖欠的项目工程款，并不再发生新欠，为全国带

一个好头。地方各级政府一方面要尽快还清本级所欠的工程

款，同时要采取坚决措施，督促有关方面尽快归还拖欠的工

程款和农民工工资。

（六）加强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要及时批复预算，及时拨付资金。严格预算管理，禁止

预算执行中的随意追加。今年预算执行中如有超收，应主要

用于“三农”、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进一步

加强国债资金的管理。尽快建立科学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

重视对预算资金使用效果的跟踪、分析和评价。整顿和规范

财经秩序，大力节约财政资金，严厉查处各种挥霍浪费和腐

败行为。

（七）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强预算管理

进一步明确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提高一般

性财政转移支付比重。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加快建立与经

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征缴、使用和管理制

度。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将预算外资金纳入

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加快预算科目

体系改革。要重视财政风险问题，研究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

的措施。

（八）加强对预算执行的审计监督

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重点资金的审计监督，加

大对财经领域中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力度。今年要开展对土

地资金的审计和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的审计，并将审计结果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 年第3 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 2003 年中央决算的决议

（2004 年 6 月25 日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听取了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 2003 年中央

决算的报告》和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

《关于2003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会议对《2003 年中央决算（草案）》和中央决算的报

告进行了审查，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

的《关于2003 年中央决算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2003 年

中央决算和《关于2003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对审计工

作报告表示满意。

会议要求，国务院要继续落实《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关于200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坚持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经

济形势，进一步落实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增强预算的

科学性和严肃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重点领域的支出，规

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切实改进中央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管

理。对审计查出的问题，要依法严肃处理，坚决整改，努力

做好财政工作，全面完成2004年预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 年第5 号）

关于 2003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节选）

——2004 年 6 月 23 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金 人 庆财政部部长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2003 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

告》。现在，2003 年中央决算已经汇编完成。根据《预算

法》等法律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安排，受国务院委托，

我向本次常委会提出 2003 年中央决算报告和中央决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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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予审查。

2003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扎实贯彻中央确定的经济工作方针和十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对财政经济工作提出的各项要求，积极应对复杂多变

的国际形势、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齐心协力，艰

苦奋斗，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各项事业进一步发展，中

央和地方财政收支情况也比较好。

汇总中央和地方决算，2003 年，全国财政收入第一次

突破 2 万亿元，达到21 715.25亿元（不含债务收入，下

同），比上年增长14.9% ，完成预算的105.9% ；全国财政

支出24 649.95亿元，增长11.8% ，完成预算的 104% ；全

国财政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2 934.7亿元。

2003年，中央财政总收入12 483.83亿元（已扣除新增

出口退税指标 838.59 亿元），比预算增加543.34 亿元，完

成预算的 104.6% ，比上年增长 9.8%。其中，中央本级收

入11 865.27亿元，完成预算的104.7 % ；地方上解中央收入

618.56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9% 。中央财政总支出

15 681.51亿元，完成预算的103.6% ，比预算增加542.72

亿元，比上年增长8.4%。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7 420.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 ；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

8 261.41亿元，完成预算的 104.1% 。中央财政收支相抵，

赤字3 197.68亿元，比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赤字数

额3 198.3亿元减少0.62亿元。

上述中央财政决算收支数，与 2004 年 3 月向十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报告的 2003 年中央预算执行数比较，中央财

政总收入增加 19.01 亿元，中央财政总支出增加 18.52 亿

元，财政赤字减少 0.49 亿元。主要是决算清理期间，一些

收支项目发生了小的变化。

2003年，中央财政共发行国债6 403.53亿元，其中，中

央财政债务收入6 153.53亿元，代地方政府发行 250 亿元。

中央财政债务收入中，用于偿还国内外债务本金2 952.24亿

元，弥补当年赤字3 197.68亿元，补充偿债基金3.61 亿元。

2003年，列入预算的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1 035.94亿元，政

府性基金支出1 035.94亿元。

2003 年，中央财政运行的主要情况如下：

财政收入增加较多。在经济快速增长、效益明显改善、

依法加强征管的基础上，财政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主要中

央收入项目完成情况是：增值税5 425.55亿元，消费税

1 182.26亿元，分别完成预算的102.9% 和110.5% ，主要

是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烟草、汽车消费激增，税务部门征管

加强；进口产品消费税、增值税和关税3 711.72亿元，完成

预算的143.3 % ，主要是一般贸易进口增长强劲和海关监管

加强；企业所得税1 740.71亿元，完成预算的93.6% ，主要

是银行专项上缴收入减少；营业税76.89亿元，完成预算的

59.1% ，主要是金融保险企业营业税税率下调1个百分点对

财政收入的影响超过了预期，以及受非典的影响；外贸企业

出口退税1 988.59亿元，完成预算的172.9% ，主要是2003

年外贸出口增长较快，同时，为配合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支

持外贸发展，大幅度增加了出口退税指标；证券交易印花税

123.87亿元，完成预算的72.9% ，主要是2003 年前三季度

证券市场持续低迷，交易量大幅下降；车辆购置税 468.16

亿元，完成预算的 120% ，主要是 2003 年国内汽车市场购

销两旺；其他收入 291.7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45.9% ，主

要是2003 年继续将部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相应增

加收入。

2003 年中央财政总收入比预算超收 543.34 亿元（已扣

除预算执行中新增出口退税838.59亿元），按照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的有关要求，并

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车辆购置税超收的78.16亿

元按规定列收列支、专款专用；按体制规定增加对地方税收

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92.2 亿元；其

余372.98亿元，主要用于当年抗灾救灾、教育卫生科技事

业发展、支持企业改革、加强社会保障及生态环境建设等。

中央财政预计超收收入安排情况已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报告。

各项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2003 年，中央财政在严

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同时，积极优化支出结构，确保重点支

出需要。一是支持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和农村社会

经济的稳定发展。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农业科技进步、

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投入

440亿元，完成预算的109.8% ，主要是执行中增加了生态

建设支出、救灾支出。支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由 20

个省份扩大到全国，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资金305 亿

元。支持各地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央财政共安排资金

118亿元，有1.67亿人次受灾群众得到了及时救助。同时，

还增加了用于农村“六小工程”项目建设、生态环境和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二是支持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

工作，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在扩大再就业财税优惠政策的实

施范围、延长优惠期限，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免征 17 项

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又设立并安排再就业专

项转移支付资金47亿元，促进了就业和再就业目标的实现。

中央财政共安排“两个确保”补助资金608亿元，完成预算

的101.2% ，主要是执行中增加了农垦企业养老保险支出，

基本保证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安排“低保”补助资金 92亿元，

完成预算的100% ，使2 235万城镇低收入居民得到了政府最

低生活保障补助。安排专项资金15 亿元，支持地方解决部

分企业军转干部等生活困难问题，再次提高了优抚对象抚恤

补助标准。三是加大对社会事业投入力度，促进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2003 年，中央财政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

育事业投入85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6.8% ，主要是在确保

各项社会事业正常资金需求的同时，重点解决了一些社会事

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相应增加了一部分支出。安排国债专

项投资20亿元，继续支持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力争

再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村中小学现存危房问题。积

极支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

产流通体制改革，支持疾病信息网络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以及中西部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加大了科技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的

投入，安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亿元、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规划专项经费 8 亿元、国家“863”计划专项经费 4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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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专项经费33 亿元，促进了一大批

重大科研成果的产生和科技事业发展。启动了送书下乡工

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

文化项目，建立了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医疗保健等专项资

金，促进了文化、体育事业发展。

与预算相比，执行中变化较大的支出项目是：企业挖潜

改造资金 42.1 亿元，完成预算的 209.2% ，主要是用国债

资金安排的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增加；地质勘探费 25.58 亿

元，完成预算的 76.5 % ，主要是原列中央本级支出的国土

资源大调查专项预算在执行中部分项目预算下划地方，相应

增加补助地方支出，减少中央本级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

济费5.13亿元，完成预算的 250.2% ，主要是在预算执行

中增加了援港医药物品采购资金、残疾人事业彩票公益金资

助项目经费，同时将原列补助地方专款预算的救灾帐篷采购

资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资金等

支出，在预算执行中上划中央本级；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144.4亿元，完成预算的 375.9% ，主要是执行中用超收收

入补充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及部分原列中央补助地方支

出的企业关闭破产资金在执行中上划中央本级；政策性补贴

支出237.49亿元，完成预算的 79% ，主要是国家储备棉花

利息费用补贴等据实结算数低于年初预算，使政策性补贴支

出减少；车辆购置税收入安排的支出 465.19 亿元，完成预

算的120.2% ，主要是车辆购置税收入增加，用于公路建设

方面的支出也相应增加。

2003年，中央预备费预算为100亿元，实际动用83.86

亿元，包括：卫生医疗支出 22.12 亿元，社会保障支出

15.29亿元，农业救灾支出11.01 亿元，抚恤和社会福利救

济支出8亿元，公检法司支出 6.16 亿元，国防及武警支出

4.3亿元，教育支出 3.05 亿元，科技三项费用 2.74 亿元，

文体广播及科学事业费支出 2.33 亿元，外交支出 1.26 亿

元，其他部门事业费支出 1.12 亿元，其他支出等 6.48

亿元。

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增强。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

长，2003 年继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安排国债项目资

金1 400亿元，在严格资金管理的同时，积极调整和优化了

国债项目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结构，重点向农村倾斜，向结构

调整倾斜，向中西部倾斜，向科技教育和生态环境建设倾

斜，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倾斜。同时，适当提高了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收入水平，稳妥落实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

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的政策。为了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加

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03 年，中央财政用于地方的财

力性转移支付1 914.29亿元，比上年增长 17.9% ；社会保

障、农业、科技、教育、卫生、扶贫等专项转移支付

2 598.1亿元，比上年增长8.2%。各地按照国务院关于完善

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了基层财政的财力保障

程度。

非典疫情爆发后，中央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企业

的生产经营。中央财政设立了非典防治基金，明确了对农民

和城镇困难群体中的非典患者提供免费救治的政策，在有效

防止疫情蔓延特别是向农村蔓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及时

出台了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有力支持了受非典冲击较大的

旅游、餐饮、民航、铁道、旅店、出租车等行业克服困难，

恢复生产，渡过难关。

财政改革继续稳步推进。2003 年，党中央、国务院果

断作出了改革出口退税机制的决策，确定了“新账不欠，老

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改

革原则，明确了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等五项政策。

同时，2003 年中央财政进口增值税、消费税超收的838.59

亿元，全部用于增加出口退税。继续推进了深化“收支两条

线”管理改革，将涉及人事部等30 个部门和单位的 118 项

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预算管理。进一步扩大了向全国人大报

送部门预算的范围，增加了118个中央二级事业单位进行基

本支出和定员定额改革试点，内容也更为规范。国库集中支

付制度改革中央试点部门由上年的42个扩大到了82 个。政

府采购范围进一步扩大，规模已达到1 659.4亿元，比上年

增加650亿元。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财政监督工作的

加强，提高了财政资金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总的看，2003 年预算完成情况比预计的好，但我们清

醒地认识到，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和

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财政对“三农”、公共卫生、就业和

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有待进一步加大，还有许多急需办的事没有财力去办。二是

经济发展过程中，多方面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向财政集聚，财

政面临的风险增大，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任务十分艰巨。

三是部分地区基层财政还比较困难，一些地方存在债务负担

沉重、基层政权保障和建设不力、欠发工资等现象。四是做

假账、偷税骗税、铺张浪费财政资金等问题仍比较严重，财

经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尚需继续提高。

审计署对2003 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

结果也表明，财经秩序和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还相当严

重，如中央预算管理还需进一步规范，一些部门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不理想，预算执行不严肃；有些专项转移支付分配管

理仍不规范；一些中央部门和单位未严格落实深化“收支两

条线”管理改革的规定；部分地区和部门在收入征管工作中

违规减免和监管不力；一些国债项目重复安排、配置不合

理、损失浪费等。

这些问题，既有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也有当年

预算执行中新出现的；既有制度不健全上的漏洞，也有法制

意识淡薄的原因；既有体制不合理的因素，也有管理上的不

规范。对此，国务院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及中央有关部门

牢固树立依法理财观念，提高为民理财的责任意识，对预算

执行中存在的违规违纪问题，要依法查处，并深化财政改

革，加快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健全科学决策机制，从制度上

和体制上加以根本解决。财政部及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并正在

继续采取措施认真纠正和改进，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增强

资金分配的透明度，抓紧清理和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完

善政府投资管理和审批体制，改进税收管理机制，严格依法

治税，进一步提高财税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 年第5 号）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 2003 年中央决算的审查报告

——2004 年 6 月23 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刘 积 斌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听取了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2003 年中央

决算的报告》和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

《关于2003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结合审议审计工作

报告，对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

告如下：

国务院报告的 2003 年中央决算，中央财政总收入

12 483.83亿元，比预算增加 543.34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4.6% ；中央财政总支出15 681.51亿元，比预算增加

542.72亿元，完成预算的103.6% ；中央财政赤字3 197.68

亿元，比预算减少 0.62 亿元；国债发行6 403.53亿元，其

中代地方发债250亿元，与预算持平。

2003 年，国务院及其财政等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确定

的各项方针政策，依法落实《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关于200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3 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认真执行预算，加强宏观调控，努力

组织财政收入，确保农业、社会保障、卫生、教育、科技等

重点支出，积极应对非典疫情，战胜自然灾害。财政对促进

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认真地落

实了全国人大提出的要求，加强了财政管理和预算制度改

革，较好地解决了出口退税拖欠问题。2003 年 12 月国务院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中央财政预计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

况，实现了超收收入主要用于解决出口退税和抗灾救灾等必

要支出的目标。

中央预算执行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除了中央

预算管理有些方面还不够规范外，突出的是中央固定资产投

资预算管理亟待改进：一是年初预算分配到项目的到位率较

低，执行中随意调整的情况比较多；二是沿用过去的基数法

分配投资，与现实情况出入较大，不科学、不合理；三是补

助地方项目标准不明确，而且项目过多过细。一些部门专项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问题较多，收入征管中仍然存在违规减

免、征管不力等现象。审计署依法进行审计，做了大量工

作，为查处财经领域中的违法违规问题，推进依法理财，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规范管理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议国

务院责成有关部门和地方对审计查出的问题，认真分析原

因，切实进行整改，特别是对重大违法违规和屡查屡犯的事

件，要依法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并在 2004 年底前将纠正情

况和处理结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审计工作报告中

提出的加强中央预算管理的意见是适当的、可行的，应当认

真加以落实。

财经委员会认为，2003 年中央预算完成情况是好的，

建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2003 年中央决算（草案）》和《关

于2003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为进一步做好财政预算工作，财经委员会提出如下

建议：

（一）进一步增强预算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各级政府和

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进一步从制度

和体制上研究解决预算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的严肃性问题。

要规范预算的编制，政府和部门预算必须真实、完整、合

法。要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严格按批准的预算执行。

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

（二）加强税收征管。要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严

禁人为调节税收进度，不得随意缓税、减税、免税，也不得

收“过头税”。要严格执行税收优惠政策，不得擅自扩大优

惠政策的范围、标准、期限。要适应新情况，尽快提出修订

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扣除标准的方案。

（三）改进中央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管理工作。固定资产

投资预算是国家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安排好、使用好财政

固定资产投资，对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保证国民经济

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要

重视研究改进中央固定资产预算管理工作。合理划分中央与

地方的投资事权，改变目前中央投资主管部门管得过多过细

的状况。提高年初投资预算分配到项目的到位率。预算执行

中不得随意调整建设资金的使用级次和方向。建立政府投资

项目绩效评估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四）规范预算划转，清理预算结余。预算执行中应尽

量避免或减少各种上下级次划转，属于哪一级的支出要在编

制预算时就确定下来。鉴于有些部门和地方的历年累计的预

算结余（结转）越来越多，其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甚至虚假

现象，建议国务院对中央各部门以及地方的预算结余（结

转）项目进行一次专项清理检查，并提出处理和改进办法。

（五）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加快预算科目改革。要改进

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的预算管理，中央对地方的

财政转移支付要规范、透明。明年要将专项转移支付中的主

要项目报全国人大。将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

付、体制性补助以及一些跨年度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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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及时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便地方政府纳入

预算，统筹考虑其财力的分配使用和地方人大实施有效监

督。地方各级政府要将上级的财政补助编入预算，报同级人

大审查监督。科学规范的政府预算科目体系，对于加强预算

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国务院及其财政部门按照建立公共

财政体制框架的要求，抓紧制定并推行新的政府预算收支科

目体系。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第5 号）

关于 2003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摘要）

——2004 年 6 月 23 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李 金 华审计署审计长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2003 年度中

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中央预算执行情况

审计监督暂行办法》的规定，审计署对2003 年度中央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进行了审计。按照十六大、十六届三中

全会和国务院对经济工作的部署，今年的预算执行审计紧紧

围绕加强宏观调控、推进依法行政、维护群众利益、促进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开展工作，主要审计了财政部具体组织

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国家发改委及中央其他部门预算执行情

况，税务系统税收征管情况，教育、扶贫、救灾等专项资金

管理使用情况，工商银行和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资产负债损

益情况，以及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经济责任履行情况。

一、2003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

计情况

2003 年，国务院及其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确定的各项

方针政策，落实全国人大提出的要求，坚持扩大内需方针，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针对经济运行

中出现的新情况，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宏观调控，有效促进了

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国务院各部门继续推进

部门预算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坚持依法理财，加强

内部管理，预算和财务管理水平不断提高。2003 年，全国

财政收入增加较多，首次突破 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4.9% 。财政支出重点向农村、科技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

倾斜，有力保障了应对非典疫情、战胜自然灾害和加强社会

保障等资金需要，社会事业投入显著增加，财政的宏观调控

作用进一步加强。总的看，2003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情况是好的，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中央预算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预算外资金清理不够彻底，彩票公益金等财政性资

金271.94 亿元仍未纳入预算管理。其中：24个部门收取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 39.45 亿元，仍存放在预算外中央财政专

户；中央财政集中的彩票公益金 135.75 亿元，在收缴中央

财政专户后，直接拨付相关部门安排使用。财政部应尽快研

究办法，将上述资金纳入预算管理。

2.在中央本级支出年初预算中安排补助地方支出

502.13亿元。2003年，财政部在批复和追加交通部预算时，

同意交通部将车辆购置税 435.2 亿元直接拨付地方交通部

门，用于公路建设；将中央本级基本建设资金 39.77 亿元，

调整为补助地方支出；将补助地方的教育支出24.66亿元编

入中央本级预算；将补助地方的卫生防疫专项经费 2.5亿元

列入农业部预算。这种做法，虚增了中央本级支出，同时也

使这部分资金的使用脱离了地方政府、人大的管理和监督。

3.采取退库、退税的方式，解决应由预算安排的支出

282 亿元。主要是对9家企业集团仍实行所得税超额或定额

返还的“包税”方式，2003 年共退付所得税 254.55 亿元，

用于解决企业办社会和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

这种做法，虽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但不规范，缩

小了预算收支规模，影响了正常的分配秩序。财政部应按照

“收支两条线”原则，对现行的退库、退税项目进行清理。

4.中央部门上年累计结余资金589.38 亿元未纳入当年

部门预算予以安排。据部门决算反映，129个中央一级预算

单位2002 年底财政拨款结余646.03亿元，其中有些是预算

编制不严格、管理不规范造成的，也有些是由于历史原因多

年累积下来的。财政部在核定 2003 年部门预算时，仅将其

中56.65亿元纳入部门预算，其余 589.38 亿元仍沉淀在中

央部门。这样不但导致财政资金大量闲置，也影响部门预算

的真实完整，不利于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对此，财政部应深

入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报国务院审定。

5.一些省对中央补助地方收入预决算编制不完整。据

对17个省（区、市）的审计调整，这些省2002 年本级预算

共编报中央补助收入 936 亿元，仅为实际补助4 149亿元的

22.5 % 。有 4 个省根本没有编报中央补助收入。未编入预算

的这部分中央补助资金，实际上脱离了地方人大的审查监

督。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财政部年初没有把中央补

助地方支出分解到地区和项目，加之省级预算在中央预算审

查批准之前编报，地方难以对中央补助资金的数额作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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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同时，也与一些地方财政自觉接受政府、人大监督意识

不强有关。有 9个省在决算中也存在少报甚至不报中央补助

收入的问题，2002 年这 9 个省决算编报中央补助收入数仅

占实际补助的26% 。

6.部分专项转移支付管理仍不够规范。审计发现，一

是目前中央补助地方基本建设专项资金和其他19项专项转

移支付资金，没有具体的管理办法或办法没有公开，涉及金

额111.72亿元。二是在采用因素法分配的中央专项转移支

付资金中，有11项没有严格按规定进行分配，人为作了调

整，调整率达11% ，涉及金额33.07 亿元。三是有些项目

的预算安排与实际情况不符。专项转移支付管理不规范，使

资金分配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缺乏透明度。

（二）中央基本建设预算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央预算内投资年初预留比例过大。2003 年，国家

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 304.49亿元，年初审

批下达228.36亿元，预留76.13亿元，占年度预算的25%。

在年初审批下达的228.36 亿元中，含有可研报告尚未批复

和“打捆”项目投资 54.96 亿元，实际落实到项目的只有

173.4亿元，仅占年度预算的57% 。部分项目因特殊原因在

年度执行中改变投向。国家发改委要进一步提高投资管理的

科学性，认真落实预算管理的要求。

2.部分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按基数法分配，不够

合理。2003年，国家发改委按基数法分配63 个中央部门和

单位基本建设投资 80.18 亿元，其中超过 1 亿元的部门有

13个，不足1 000万元的24个，不足200万元的5个。这种

分配办法，虽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但容易与实际需要相脱

节。国家发改委应尽快研究改进，按项目分配中央预算内基

本建设投资。

3.2003 年，国家发改委安排的中央预算内补助地方基

本建设投资为 88.19 亿元，共涉及 11 个行业、2 040个项

目，其中20万元以下的项目有 809 个。由于项目多、数额

小，对项目难以作出客观判断。国家发改委应进一步研究改

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地方项目的管理办法。

4. 1994 年国务院决定停止征收“国家轿车零部件横向

配套基金”后，由于当时的客观原因，原国家计委未将此前

已收取的基金上缴财政，截至 2003 年底，该基金本息合计

8.58亿元。国家发改委应对这项基金进行清理，上缴中央

财政。

5.1994 年，原国家计委批复同意所属宏观经济研究院

等7个单位联建科研办公楼，截至 2000 年底，实际投资

8.59亿元，建筑面积8.87万平方米。办公楼建成后，原国

家计委并未全部交给所属单位使用，而是将其中部分面积用

于出租，2001至2003 年共收取租金3 285万元，用于机关离

退休干部医疗费超支等。国家发改委应对出租房产进行清

理，报国管局研究处理。

（三）中央其他部门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审计55个中央部门和单位2003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查

出的突出问题是：

1.7 个部门采取虚报人员、编造虚假项目等方式，套取

财政资金9 673万元。如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等 4个

单位编造、变造7 份“林业治沙项目”贷款合同，套取财政

贴息资金415万元。

2. 41 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其他有专项用途

的资金14.2亿元，主要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办公楼和发放

各类补贴。如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

专项资金1.31 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 1.09 亿

元，用于发放总局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补贴和借给下属单位投

资办企业2 204万元。

3.一些部门预留预算资金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有预算

分配权的部门年初大量预留资金。2003 年，国防科工委共

分配预算资金162.1亿元，年初预留62.91 亿元，预留比例

达38.8% ；科技部在年初分配预算资金时，将科技三项费

用17.01 亿元全部预留，直到当年 8 至 11 月份，才采取追

加的方式批复到有关地方和部门。二是 22 个部门在向所属

单位分配预算资金时，年初预留223.69 亿元，占财政部批

复预算的13.65% 。上述做法造成资金分配随意性大，不符

合部门预算改革的要求。

此外，基本建设和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闲置问题比较普

遍。抽查23个部门管理的43个基本建设和事业发展专项资

金项目，截至2003 年底，财政部累计拨款 31.14 亿元，项

目实施单位实际仅使用12.61 亿元，资金闲置达 18.53 亿

元，占项目预算拨款的64.74% 。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要求，审计署还对国务

院24个部门 2003 年度决算（草案）进行了审签。从审计情

况看，部门决算编报不真实、不规范的问题仍然存在，主要

是少报收入和结余、虚列支出、漏汇少汇部分资金等，涉及

金额40.54亿元。对这些问题，审计长已签署意见，要求予

以纠正。

（四）税收征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审计调查17 个省（区、市）35 个地（市）的税收征管

质量，重点抽查了 788 户企业，发现少征税款问题比较突

出。这些企业2002 年少缴税款133 亿元，2003 年 1 至 9月

少缴税款118亿元。影响税收征管质量的主要问题是：

1.人为调节税收进度。一些税务部门在完成税收计划

的情况下，有税不征、违规缓征，甚至违规退库或利用税款

过渡户人为调节收入。调查的788 户企业中有近一半的企业

存在这类问题，由此造成2002年底和2003 年9月底分别少

征税款106亿元和102亿元。如唐山市国税局2002 年11月

以来，在企业完全具备纳税能力的情况下，违规批准 13 家

钢铁企业延期纳税10.63 亿元，用于扶持地方钢铁企业扩大

生产规模。

2.有些税务机关征管不力，造成税收流失。有些税务

机关对企业纳税申报审核不严，擅自扩大优惠政策执行范

围，违规批准减免税，导致税收流失 27.6 亿元，涉及企业

169 户，占调查企业户数的21 %。审计还发现，个别税务机

关严重失职渎职，造成国家税款大量流失。如河南省许昌市

地税部门对货运专用发票管理失控，向无货物运输业务的企

业无限量发售专用发票，致使这些企业以收取手续费为目

的，大量违规代开、虚开货运发票，受票企业用虚假的货运

发票抵扣增值税，侵蚀国家税款。审计抽查 6户企业，2001

至2002 年共代开、虚开货运发票1 万多本，金额19.17 亿

元，从中收取手续费 513 万元。若这些发票全部抵扣，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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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1亿多元的增值税流失。此案经审计发现后，河南省政府

和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组织查处，已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62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9人，追缴入库税款8 687万元。当地

税务机关73 名责任人受到处分，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有些税收政策存在漏洞。如现行民政福利企业税收

优惠政策虽然在鼓励残疾人就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国

家付出的代价过高，残疾人得到的实惠较少。审计调查的

10个地（市）共有民政福利企业6 438户，2002 年 1 月至

2003年 9月，享受税收返还和减免103.49 亿元，而同期这

些企业支付给残疾人的工资福利只有12.3 亿元，仅占退免

税总额的11.89% ，大部分减免税成为企业的自有资金或被

有关部门集中使用，违背了制定这项政策的初衷。而且由于

福利企业监管难度较大，在实际执行中，部分企业弄虚作

假，采取虚报、挂名等手法人为提高残疾人员的比例，骗取

税收优惠。

（五）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003 年，围绕“三农”、教育、安全生产等社会关注的

热点、难点，审计署组织对国土出让金、扶贫资金、基础教

育经费、社保资金、救灾资金、“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以

及武警消防系统财务收支进行了审计和调查，发现并纠正了

一些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1.审计和调查10 城市国有土地出让金管理使用情况，

发现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地方非法买卖土地、乱占耕地的问

题比较严重；征地补偿政策落实不到位，侵害农民利益。武

汉市洪山区 927 亩集体山林地，先后 4次被非法买卖，有关

单位和个人从中牟利4 000多万元。在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预算执行审计中发现，2003 年 12 月，该局机关服务

中心与两个公司签订协议，擅自将国家无偿划拨给该局位于

北京昌平区的 216 亩土地，以8 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这两

个公司，用于经营开发。上述土地转让未报有关部门批准，

也未办理任何合法转让手续，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关

于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的规定。审计以后，该局高度重视，正

在研究纠正。

现行征地补偿标准明显偏低，实际补偿中又往往执行不

到位。个别不法分子甚至大肆诈骗征地补偿款，严重损害农

民利益。2001 年 4月，私营企业华海公司在得知武汉市政

府准备征用江汉区后湖乡两个村 805 亩土地的情况下，通过

该乡有关领导引荐，未经任何审批手续，分别与两村签订了

对上述土地联合进行开发的合同，“特别”规定，如遇国家

征用该地，华海公司保证对两村每亩地的补偿不低于 10.8

万元和12.5 万元，若国家征地补偿高于上述价格，则超出

部分的80% 或全部归华海公司所有。同年 8 月，武汉市以

每亩14.8万元和14.7万元的价格征用上述土地，华海公司

从中攫取差额1 801万元。华海公司在得到最后一笔资金两

天后，即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目前，该私营企业主在

逃。
此外，我署还对南京、杭州、珠海、廊坊 4 个城市的

“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初步发现的问题：

一是违规审批和非法圈占土地问题突出。如 2001 至 2002

年，东方大学城开发有限公司以建设大学城配套设施等名

义，与廊坊市和北京市通州区的 5 个村委会非法签订协议，

大量租用农民集体土地，并将其中的6 007亩（含耕地5 728

亩）用于建设 5 个标准高尔夫球场。二是“大学城”建设贷

款规模过大，存在偿贷风险。如南京市仙林、江宁和浦口新

校区的12 所高校建设项目，目前银行贷款为 27.28 亿元，

占实际到位资金的 71% 。这些学校还本付息主要靠学杂费

收入，按目前收费情况测算，今后每年还本付息额将超过学

杂费收入的40% ，个别甚至达到80% 。

2.审计 21个省（区、市）59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的扶贫资金，发现财政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问题比较突

出，其中用于平衡预算等 4.28 亿元，用于买车和弥补行政

经费等1.5 亿元；扶贫贴息贷款投向不合理，主要投向了交

通、工业、电力、通讯等基础性和竞争性行业，而用于扶持

农户的小额贷款却逐年萎缩，不利于发挥扶贫资金的作用。

如重庆市2002 年 9 亿多元扶贫贴息贷款中，小额贷款 280

万元，仅占千分之三。吉林省安图县农业银行 2000 年发放

小额贷款769万元，2001 年下降到128万元，2002 年再降

至45万元。有些农民因申请不到扶贫贴息贷款，只得以约

6 % 的年利率向信用社贷款，增加了农民负担。

3.审计调查 17 个省（区、市）50 个县的基础教育经

费，发现的突出问题是：基础教育负债严重，增长过快，已

成为县乡政府和学校的沉重负担；中小学乱收费问题尚未得

到根本遏制；少数地方挪用挥霍教育经费问题比较严重。

50个县2001年底基础教育负债为23.84亿元，2002 年

底上升为31亿元，增长30% ；到2003年6月底，仅半年时

间又增长了 25.7% ，达 38.98 亿元。负债增长速度大大高

于同期教育经费投入增长速度，负债总额相当于这些地方一

年财政收入的 80% ，最高的四川省小金县负债达到地方财

政收入的6 倍多。同时教育负债面也很广，有些县 80% 以

上的中小学都有负债，宁夏中宁县中小学负债面达 96% 。

形成负债的主要原因是，目前基础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财政

投入体制，而县级财政普遍困难，对基础教育投入不足；一

些地方和学校过分追求超前发展和不适当的达标升级，目前

的负债中有 72.5 % 是因新建校舍和“普九”达标形成的。

调查发现，负债形式主要是银行贷款、施工队垫款以及向教

师和社会借款等，其中拖欠施工队垫款较为普遍。据对 28

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 年 6 月底，拖欠施工队垫款

达12.1亿元，约占负债额的50% 。一些学校经常被债主强

行封门逼债、官司缠身，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

50个县基础教育收费规模仍呈增长趋势。2002 年收费

总额23.2亿元，比上年增长7.8% ，生均负担469元，增长

4.68% 。乱收费问题仍然存在，50 个县中有 45 个县存在此

问题，2001 年以来共违规收费 4.13 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及

有关部门违规出台政策收费 2.46 亿元，中小学自行违规收

费1.67亿元。江苏省溧水县 10 所中小学违规收费达3 049

万元，占同期全部收费的39% 。

一些县的教育及财政部门“吃”教育问题十分严重。如

2002 年以来，广东省化州市教育局及各镇教办挪用学杂费

等2 561万元，主要用于建办公楼和办公、招待费开支；市

财政局挪用 400 万元平衡预算。1999 年以来，该市教育局

还将中小学生订阅图书资料回扣款等1 356万元，用于私分

和吃喝，其中私分1 103万元，招待费等支出 253 万元。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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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市地处粤西地区，财政十分困难，但该市教育主管部门在

2002至2003 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

600多万元，其中市教育局吃喝 209 万元，人均近 3 万元，

是同期在职教师人均工资的近1.5 倍；17 个镇教办吃喝和

发放补贴402万元，人均2.9万元。

4.审计13个省（区、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8 个省

（区、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发现的突出问题是

参保率不高。截至2002 年底，河北、河南等 8 省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率只有58.5% ，还有50 个县尚未启动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四川省江油市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参保率只有

22.6% ，广东省增城市虽达到 63.5 % ，但已参保企业中有

近一半从业人员未参保，个体工商户参保情况更不容乐观，

两市的参保率分别仅为5.8% 和24.6% 。

5.审计 19 个省（区、市）武警消防系统财政财务收

支，发现各地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器材装备严重不足，

消防的安全防御和应急能力较弱，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带来隐患。一是消防站数量不达标。湖北、四川等

11个省应建消防站2 479个，实有1 267个，仅占应建数的

51% 。二是消防配套设施建设不足。甘肃、云南等5省有一

半以上的市政消火栓应建未建，其中甘肃省的应建未建率达

到72% 。三是消防配备缺口较大。6个中西部省份消防车的

配备缺额26.9% ，河南省特勤车辆配备缺额高达 83% 。湖

北、辽宁等7 个省的消防救生、排烟等器材缺额 65% 。造

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目前武警消防系统的行政经费和

消防事业费分别由中央和地方财政负担，一些地方政府对消

防建设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有些地方的财政预算甚至没有

安排消防事业费。

6.审计淮河流域安徽、河南、江苏14个灾区县的救灾

资金，发现一些地方虚报套取、甚至挪用私分的问题比较严

重。有9个县采取重报、多报移民迁建户数等手法，套取灾

区群众建房补助资金1.36 亿元，占 9 县迁建补偿资金总额

的19% 。安徽省霍邱县降低上级补助标准，克扣1 804户灾

区群众的建房资金360 万元。阜南县 3 个乡镇的17 名干部

弄虚作假，骗取并私分国家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资金20 万元，

严重侵害农民利益。

审计去年云南大姚地震救灾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发现，救

灾资金下拨进度缓慢，截至2004 年 3 月，中央财政下拨的

1.2亿元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仍有5 174万元滞留在县

级财政，占43% ；9个地震灾区县中有7个存在上报灾情不

实的问题，共套取救灾资金868万元；有关部门挤占挪用救

灾资金4 111万元，主要用于平衡预算、兴建楼堂馆所及招

待费开支等。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还批准动用救灾资金

4 847万元，建造两个高标准的移民安置点，计划搬迁 495

户，户均补助近10万元，是其他同类灾区群众户均补助的

20倍。少数基层干部以权谋私，借机为自己和亲友牟取高

标准住房。抽查一个安置点的 40 户计划搬迁户，发现有 20

户不符合搬迁条件。

（六）财政资金投资效益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审计和调查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公路、水利等项目，发

现投资效益不高的问题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

1.部分项目未按期建成投产。抽查的 28 个省（区、

市）利用国债建设的526个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有136 个未

按期建成，占 25% 。工期延误的主要原因是，项目前期准

备不充分，地方配套资金不落实以及项目建设管理不善等。

概算投资1.4亿元的广西北海白水塘垃圾处理项目，计划于

2000 年底建成投产，由于选定的代理商没有进口设备代理

资格以及进口合同多处违背国际惯例等，导致已付款的关键

设备供货中断，工程拖延至今仍未完工。

2.部分已建成项目运营效果差。抽查已建成的 320 个

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有32 个没有投入运营，18 个长期处于

试运营或开开停停的状态，69个运营水平未达到设计能力。

投资 22.79亿元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河南省煤气化工程，从

立项到2001 年竣工投产历时16 年，其间燃气市场供求发生

重大变化，但项目决策者和建设单位仍坚持按原定规划进行

建设，致使项目建成后只能按设计供气能力的一半运行，经

营陷入严重困境，仅2002 年度就亏损2亿多元。

3.有的工程质量存在重大隐患。审计长江堤防隐蔽工

程建设情况发现，部分施工单位买通建设和监理单位，采取

各种手段弄虚作假，偷工减料，水下护岸抛石少抛多计，水

上护坡块石以薄充厚，工程质量令人担忧。抽查 5个标段发

现，虚报水下抛石量16.54万立方米，占监理确认抛石量的

20.4% ，由此多结工程款1 000多万元，目前部分堤段的枯

水平台已经崩塌；抽查 11 个重点险段发现，水上块石护坡

工程不合格的标段达 50% 以上。在该工程建设管理中，有

关责任人以权谋私、大肆受贿。此案上报国务院后，有关部

门立案查处，目前已逮捕21人。

4.挤占挪用建设资金及损失浪费问题严重。湖北省黄

冈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弄虚作假，挪用明珠大道项目国债资金

1 167万元，侵占安居工程用地 110 亩，兴建“形象工

程”——东方广场，挪用资金占该项目国债资金总额的

19.45% ，严重影响明珠大道的建设。合肥市北郊生活垃圾

处理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焚烧、堆肥和卫生填埋相结合的处

理工艺，由于堆肥工艺对垃圾分类收集程度要求高，目前国

内不具备这个条件，引进设备试运行 4 个月即被弃用，垃圾

处理改为单一填埋方式，填埋库容迅速饱和，致使投资

1.05亿元、设计使用25 年的垃圾处理场仅运行了 4 年就被

迫关闭，不得不另行选址建设。

（七）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损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审计工商银行总行及 21 个分行的资产负债损益情

况，查出的主要问题是：违规发放贷款，违规办理票据承兑

和贴现。同时发现各类案件线索30起，涉案金额69亿元。

一是信贷业务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风险点。主要表现在个

人消费贷款上。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汽车经销商和个人采取

弄虚作假的手法骗取住房和汽车等个人消费贷款，有的甚至

内外勾结，合谋骗取银行资金。如工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支

行向“姚康达”一人就发放个人住房贷款7 141万元，这些

资金被用于购买 128 套住房，炒作房地产。审计抽查工行北

京翠微路支行办理的 7.91 亿元汽车消费贷款发现，4 家汽

车经销商用虚假资料骗贷达9 650万元，占 12% 。

二是票据市场管理混乱。这次审计共发现工商银行违规

办理汇票承兑和贴现101亿元。在一些地方，无真实贸易背

景的票据充斥市场，甚至出现以提供虚假贸易合同、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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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为主要“服务”内容的公司，专门对无真实贸易背景的

银行承兑汇票进行“包装”，帮助套取银行资金，从中非法

牟利。如洛阳芬莱商贸有限公司与银行工作人员内外勾结，

2002年仅为大连实德塑料工业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就“包装”

银行承兑汇票 4.92 亿元。2001 年以来，该公司通过此类

“业务”共收取好处费 216 万元。

三是民营关联企业骗贷问题突出。审计发现，不少民营

企业采取关联公司相互担保等方式，从商业银行套取巨额贷

款，造成信贷资金严重损失。如广东省佛山市民营企业主冯

某利用其控制的 13 家关联企业，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与银

行内部人员串通，累计从工行南海支行取得贷款 74.21 亿

元，至审计时尚有余额19.29亿元。这些贷款有许多没有用

于生产经营，而是大量转入个人储蓄账户或直接提取现金，

有些甚至通过非法渠道汇出境外。经初步核查，银行贷款损

失已超过10亿元。审计发现后，监察部等正在组织力量深

入查处。

2.审计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发现

的主要问题：一是擅自改变保险费率、超额退保、非法代理

保险业务等不正当竞争问题金额23.74亿元。二是将保险资

金违规出借、投资和兴建办公楼等24.82亿元。审计还发现

各类案件线索28起，涉案金额4.89亿元。这些问题发生在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改制前。审计结束后，人寿保险公司非常

重视，随即开展全面整改，问题正在逐步得到纠正。

3.对交通银行锦州分行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发现2000

至2002年，锦州分行与锦州市中级法院、古塔区和凌河区

法院联手作假，用伪造的法律文书上报交通银行总行核销

175户企业的“不良”贷款 2.21 亿元。在上述联手作假过

程中，法院不执行相关法律程序，直接向锦州分行提供假案

号，由该行风险处起草、打印本应由法院办理的法律文书，

共盗用案号236个，编造假案号110个。实际上，这些被核

销贷款的企业根本不知情，有的还在继续归还贷款，归还的

贷款本金及抵押资产的变现收入，被该行全部存入“小金

库”。同时，法院从上述虚假诉讼中收取“诉讼费”，其中锦

州市中院和凌河区法院将收取的 85.3 万元存入私设账户。

审计机关将此案移交有关部门查处，已有7人被审查，1 人

被逮捕。

（八）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情况

受中组部委托，审计署对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进行

了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资产总额10 150亿元，占该公司

总资产的70% 。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损益不实比较严重。该公司 2002 年决算报表反映

当年利润总额的215亿元，经审计确认应为247 亿元，净增

加32亿元，调增15% 。1998 至2002 年，累计少计利润78

亿元。损益不实的原因，主要是少计收入、收益和多列成

本。

二是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抽查该公司投资、借款、

担保、大额采购和重大股权变动项目6 818个，有损失或潜

在损失的项目 631 个，金额 78.4 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人

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 32.8 亿元，

占 42% 。主要是以前年度下属公司造成的。如1994 至1996

年，北京供电公司总经理赵某在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

情况下，擅自为北京威克瑞公司提供担保，本息合计 11.2

亿元。由于威克瑞公司濒临破产，经法院判决，北京供电公

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造成损失 4.57亿元。

三是国有资产流失比较严重。审计发现国有资产流失

45亿元。其中，因违规处置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让利，造

成国有资产向三产企业流失 29.7亿元，占 66% ；因违规对

外投资、借款、担保以及其他违法违规问题，造成流失

15.3亿元。

这次审计查出该公司涉嫌个人经济犯罪案件线索12 起，

涉案金额10亿元。如原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副

部级）林某在任华中电业管理局局长、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

经理期间，以权谋私，其女儿、女婿等在承包电力工程、向

电力单位供货中暗箱操作，弄虚作假，非法牟利8 300万元。

此案正在进一步查处中，林某等35人已被逮捕。

这次中央预算执行审计结束后，审计署对查出的问题依

法进行了处理。对违反财政财务法规的问题，已下达审计处

理决定，要求有关单位予以纠正；对制度规定不完善、管理

不规范的问题，有关部门根据审计署的建议，正在建章立

制，完善内部管理；对执行国家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和重要项

目的审计情况，审计署及时向国务院作了报告，国务院责成

有关部门研究整改；对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线索，已按有关

规定移送司法机关或纪检监察部门立案查处。这次审计查出

问题的全面整改情况，国务院将在今年年底前向全国人大常

委会作出专题报告。

二、加强中央预算管理的意见

（一）细化中央补助地方支出预算，增强资金分配的透

明度

当前中央补助地方支出已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

上，但财政部在每年编制和报告中央财政总预算时，未将其

细化到地区和项目，使资金的分配缺乏透明度，也影响地方

完整、准确地编报财政预决算，不利于政府和人大加强预算

管理和监督。国务院已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

一步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模，

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要细化中央补助地方支出预

算，编制分地区、分项目的详细预算，增强资金分配的透明

度。地方各级财政应将上级补助收入及其分配使用情况，完

整地编入本级预决算，接受同级政府和人大的监督。

（二）完善政府投资管理和审批体制，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

近年来，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在项目规

划、决策、审批和管理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国务

院要求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进一步研究完善政府投资的决策机

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投资事权，提高项目规划和决策

的科学化水平；协调各职能部门合理安排投资计划，更好地

履行宏观管理与调控职责；逐步建立健全政府投资项目绩效

评估制度以及建设责任追究办法，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监督检

查，促进提高财政资金的投资效果。

（三）改进税收管理机制，坚持依法治税

目前，各级税务机关仍采取“基数加增长”的模式确定

税收计划，计划与实际往往存在较大出入，且将计划完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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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作为考核和奖励税务机关的重要依据。这种计划管理和考

核机制，导致一些税务机关根据计划完成情况，人为调节进

度，严重影响税收收入的及时完整。从对788户企业税收征

管情况的审计调查看，少征税款的 80% 左右是由税务机关

人为调节造成的。国家税务总局将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完善现行的税收管理机制，推行税收征管综合质量考

核，引导各级税务机关严格依法治税，杜绝人为调节税收进

度现象的发生。

（四）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防范和化解金融

风险

从近几年审计情况看，国有商业银行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和经济案件时有发生，而且呈现出新发案件多、涉案人员层

次高、涉案金额大的特点。究其原因，与银行的一些分支机

构依法经营意识不强，内部控制机制不完善，特别是对一些

分支行的“一把手”管理监督不力有很大关系。国有商业银

行要结合深化金融改革，坚持依法经营，正确处理市场开拓

与风险控制的关系，防止发生新的风险；商业银行及其内部

各分支机构之间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大对企

业跨地区、跨行办理贷款的监控力度，切实防范重大骗贷等

案件的发生；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狠抓对各级机构

“一把手”的教育和监督，建立严格的领导责任追究制度，

切实防止权力失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第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4 年2 月26 日

2003 年，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

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沉着应对突如其

来的非典疫情、多种自然灾害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带来的

严峻困难和挑战，万众一心，奋力拼搏，实现了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国民经济较快增长，运行质量明显提

高，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改革开

放稳步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取

得新成绩；城乡居民生活继续改善。

一、综 合

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16 694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9.1% ，加快 1.1 个百分点。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7 247亿元，增长2.5% ，减慢0.4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增加值61 778亿元，增长12.5% ，加快2.7 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37 669亿元，增长6.7% ，减慢0.8个百

分点。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业增长6.9% ，批发和零售贸

易餐饮业增长6.6% ，房地产业增长5.3%。

价格总水平有所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

上涨1.2% 。其中，城市上涨0.9% ，农村上涨1.6% （见表

1）。居民消费价格中，食品价格上涨3.4% ，服务价格上涨

2.2 % 。商品零售价格下降 0.1% 。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2.3%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4.8% 。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上涨2.2% 。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4.4% ，其中，

谷物上涨2.3% ，棉花上涨35.3% ，油料上涨19.4% ，畜产

品上涨1.8%。

就业人数增加。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4 432万人，比上年

末增加69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25 639万人，增加859

万人。全年有440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年末城镇

登记失业率为4.3 % ，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

表1  2003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情况

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全年对外贸易顺差255亿美元，比

上年减少49亿美元。利用外资继续增加。外汇储备大幅度

增长，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4 033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

1 168亿美元。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收入增

长缓慢；就业和社会保障任务较重；能源、交通供需关系紧

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

复建设比较严重；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不少低收入

居民生活还比较困难，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等。

二、农 业

农作物种植结构继续调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9 941万

公顷，比上年减少448 万公顷；糖料种植面积 165 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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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17 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511 万公顷，扩大 92 万公

顷；油料种植面积1 497万公顷，扩大20万公顷；蔬菜种植

面积1 791万公顷，扩大56万公顷。

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等大宗农产品减产；蔬菜、水

果在调整品种、优化品质的基础上稳定增长。全年粮食产量

43 067万吨，比上年减产2 639万吨，下降5.8% （见表2）。

表2  2003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单位：万吨

畜牧业、渔业生产稳步发展。全年肉类总产量达6 920

万吨，比上年增长 5.1 %。其中，牛、羊肉产量分别增长

12.9% 和10.8% 。牛奶产量增长迅速。全年水产品产量达

4 690万吨，增长2.8% 。

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78万公顷，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137万公顷。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高速增长。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53 612亿元，

比上年增长 12.6%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即国有工业

企业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增

加值增长17.0% （见表3）。工业产品销售率98.1% ，比上

年提高0.1 个百分点。

表3  2003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主要分类情况

单位：亿元

高技术产业增长较快。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

加值比上年增长20.6%。光通信设备、程控交换机、移动

电话机和微型电子计算机等信息通信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25.9% 至1.2 倍（见表4）。

表4  2003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能源生产增长加快。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16.03亿吨

标准煤，比上年增长11.0%。全年发电量19 107.6亿千瓦小

时，比上年增长 15.5% ；原煤生产量 16.67 亿吨，增长

15.0% ；原油生产量1.70亿吨，增长1.8%。

主要原材料生产快速增长。全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2.6%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增长 18.1%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14.1 %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16.6% 。分产品看，钢产量2.22亿

吨，增长21.9% ；钢材产量2.41亿吨，增长25.3% ；十种

有色金属增长 19.1% ；氧化铝增长 11.2% ；烧碱增长

7.7% ；水泥增长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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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增势强劲。全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比

上年增长22.0% 。汽车产量 444.4 万辆，增长 36.7% ，其

中轿车产量202.0万辆，增长85.0% 。

工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8 152亿元，比上年增长42.7%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实现利润3 784亿元，增长 45.2% ；集体企业实现利润

480亿元，增长31.4% ；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3 764.6亿元，

增长46%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2 680.5亿元，

增长40.5 % 。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 1.9% 。行业盈利面

明显扩大。39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38 个行业利润保持增

长。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新增利润占全部规

模以上工业新增利润的48.7 % 。

建筑业保持较快发展。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实现增加值8 166

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全国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总承包

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459亿元，增长23.8%。

四、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55 1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7% （见表 5）。国有及其他经

济类型投资中，东部地区投资24 666亿元，增长33.6% ；中

部地区投资10 092亿元，增长33.1% ；西部地区投资7 171

亿元，增长26.4% 。

表5  2003 年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单位：亿元

表6  2003 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力

工业投资增长明显快于其他产业。全年国有及其他经济

类型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1 156亿元，增长3.7% ，增速比

上年回落19.8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15 007亿元，增长

39.1% ，加快 16.2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14 460亿元，

增长39.0% ，加快16.8个百分点。部分工业行业投资高速

增长。在500 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 96.6% ，电

解铝增长92.9% ，水泥增长121.9% ，汽车增长87.2% ，纺

织增长80.4% ，煤炭增长52.3% 。第三产业投资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全年完成投资26 480亿元，增长 24.2% ，加快

9.8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10 106亿元，比上年增长

29.7 % ；全年商品房销售额7 671亿元，增长34.1% ，其中

销售给个人增长35.8% ，所占比重为92.5% 。

重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长江三峡工程实现了蓄水、通

航、发电的目标；青藏铁路建设累计完成新线铺轨 317 公

里，占应铺轨里程的 28.6% ；西电东送工程向广东送电能

力已突破500 万千瓦；西气东输管道工程已完成总投资的

48% ，东段线路全面完工，实现向华东地区供气；南水北调

工程东线和中线已开工 4 个单项工程；19项治淮骨干工程

已完成总投资的49% 。

五、国内贸易

消费品市场稳定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45 842亿元，比上年增长 9.1%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9.2% 。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29 777亿元，增长10.3% ；

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6 065亿元，增长 6.8% 。分行业

看，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37 693亿元，增长 9.2% ；餐饮

业零售额6 066亿元，增长11.6% ；其他行业零售额2 083亿

元，增长0.2% 。

全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销售额中，汽车类零售额

比上年增长68.5% ，通信器材类增长70.9% ，家用电器和

音像器材类增长18.3% ，家具类增长28.2% 。

六、对外经济

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8 512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37.1% 。其中出口额 4 384亿美元，增长

34.6% ；进口额4 128亿美元，增长39.9% （见表7）。对主

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均增长较快（见表8）。

表7  2003 年进出口主要分类情况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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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2003 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大幅度增加。全年进口原油9 112万

吨，比上年增长31.3% ；成品油2 824万吨，增长 38.8% ；

钢材3 717万吨，增长 51.8% ；氧化铝 561 万吨，增长

22.6% ；铁矿砂及其精矿14 813万吨，增长32.9% 。

外商直接投资保持较大规模。全年批准设立外商直接投

资企业41 081个，比上年增长20.2% ；合同金额1 151亿美

元，增长39.0% ；实际使用金额 535 亿美元，增长 1.4%

（见表9）。

表9  2003 年外商直接投资分主要行业情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全年对外承包工

程、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新签合同额 209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7.0% ；完成营业额172亿美元，增长20.1 %。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全年实现增加值6 531亿元，比

上年增长7.0%。

全年完成货物周转量57 152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13.1% ；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33亿吨，增长17.9%。受非

典疫情的影响，旅客周转量13 795亿人公里，下降 2.3%

（见表10）。

表10  2003 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运输量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7 282亿元，比上年增长27.8% 。

其中，邮政业务总量543亿元，增长 9.7% ；电信业务总量

6 739亿元，增长29.6% 。全年新增局用交换机6 744万门，

总容量达到 3.5 亿门。新增固定电话用户4 908万户，年末

达到26 330.5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17 129.2万户，乡村

电话用户9 201.3万户。新增移动电话用户6 269万户，年末

达到26 869万户。年末全国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53 200万户，比上年末增加11 177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42

部/百人。

旅游业受非典疫情影响较大。全年入境人数9 166万人

次，比上年下降 6.4%。其中，外国人1 140万人次，下降

15.2% ；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8 026万人次，下降 5.0%。

在入境旅游者中，过夜人数3 297万人次，下降 10.4% 。国

际旅游外汇收入174 亿美元，下降 14.6% 。全年国内出境

人数达2 022万人次，增长21.8% 。其中因私出境1 481万人

次，增长47.2% ，占出境人数的73.2% 。国内旅游人数达

8.7 亿人次，下降 0.9% ；旅游总收入3 442 亿元，下

降11.2%。

八、金融、证券和保险

货币供应量增长加快。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 2）余

额为221 223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9.6% ，增速加快2.8个

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 1）余额为84 119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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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加快 1.9 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 0）余额为

19 746亿元，增长14.3% ，加快4.2个百分点。

金融机构存贷款增加较多。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220 364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0.2% ；全部金融

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69 771亿元，增长21.4% （见表

11）。贷款结构继续改善。全国农村信用社人民币贷款余额

16 97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 186亿元。人民币消费贷款余

额15 736亿元，增加5 091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11 780亿元，增加3 528亿元。

表11  2003 年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情况

单位：亿元

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减少。按照五级分类统计，年末银行

业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2.44 万亿元，比年初减少

1 906亿元，不良贷款的比例为17.8% ，比年初下降5.32 个

百分点。

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全年证券市场通过发行、配售股票

共筹集资金1 358亿元，比上年增加 396 亿元。其中，发行

A 股（包括增发及可转债）97 只，配股 24 只，筹集资金

820亿元，增加40亿元；发行B 股、H 股共24只，筹集资

金537亿元，增加355亿元。年末境内上市公司（A、B 股）

数量由上年末的1 224家增加到1 287家，市价总值42 578亿

元，比上年末增长11% 。

保险事业发展较快。全年内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

3 880亿元，比上年增长27.1%。其中，寿险保费收入2 669

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保费收入342亿元；财产险保费

收入869亿元。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841亿元。其中，寿险

业务给付264 亿元；健康险和意义伤害险赔款及给付101 亿

元；财产险赔款476亿元。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教育事业保持较快发展。全国研究生教育招生 26.9 万

人，在学研究生65.1 万人，毕业生11.1万人。全国普通高

等教育招生382.2万人，在校生1 108.6万人，毕业生187.8

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 504.1 万人，在校生1 240.2

万人，毕业生343.8 万人。全国普通高中招生752.1 万人，

在校生1 964.8万人，毕业生458.1 万人（见表12）。全国初

中招生2 220.1万人，在校生6 690.6万人，毕业生2 018.4万

人。普通小学招生1 829.4万人，在校生11 689.7万人，毕

业生2 267.9万人。特殊教育招生4.9万人，在校生36.5 万

人。幼儿园在园幼儿2 004万人。

表12  2003 年各类教育招生和毕业生情况

单位：万人

科技事业取得新突破。全年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R & D）经费支出1 520.1亿元，比上年增长18.1% ，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1.3% ，其中基础研究经费 86亿元。年末国有企事

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 834.4万人。全年国家安排

了1 573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和4 479项“863”计划项目，新安

排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 274项，滚动安排重大技术装

备研制项目15项，新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9 家，安排国家重

点实验室改造项目 46项。认定国家级企业（集团）技术中心

302 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29 870项。其中，基

础理论成果2 029项，应用技术成果26 425项，软科学成果

1 416项。全年受理国内外专利申请 30.8 万件，授权专利

18.2万件，分别比上年增长22.1% 和37.6%。全年共签订

技术合同26.8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1 082.7亿元，比上年

增长22.5 % 。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圆满成功，使我国成为世

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全国共有产品检测实验室15 676个，其中国家检测中心

245个。全国现有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机构 113 个，已累计

完成对4.6万个企业的产品认证。全国共有法定计量技术机

构3 815个，全年强制检定计量器具2 691万台件。制定、修

订国家标准1 653项，其中新制定 734 项。全国共有天气雷

达观测站点250个，卫星云图接收站点 386个。全国共有地

震台站1 253个，地震遥测台网 30 个。全国共有1 737个海

洋观测、监测站点。测绘部门公开出版地图1 572种，测绘

图书454种。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事业稳步发展。年末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2 587

个，文化馆2 892个，公共图书馆2 708个，博物馆1 519个。

广播电台282 座，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 744座，电

视台320座，教育台62个。全国有线电视用户10 508万户。

生产故事影片 140 部，科教、纪录、美术片 61 部，特种影

片1部。出版全国性和省级报纸243.6亿份，各类期刊29.9

亿册，图书67.5 亿册（张）（见表 13）。年末全国共有档案

馆3 978个，已开放各类档案5 583万卷（件）。

表13  2003 年广播电视及出版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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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业发展加快。2003年上半年，24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先后发生非典疫情，全年累计临床确诊病例5 327例，累

计死亡349人。非典疫情发生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增加了卫

生投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逐步建立，医疗救治

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得到较大加强。年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

30.5万个，其中医院、卫生院 6.4 万个，妇幼保健院（所、站）

3 058个，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1 811个。医院和卫生院床

位290万张。卫生技术人员 424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

助理医师183万人，注册护士124 万人。全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防疫站）3 600个，卫生技术人员 15.9 万人。卫生监督

检验机构755个，卫生技术人员 1.5 万人。乡镇卫生院 4.5

万个，床位66.8万张，卫生技术人员90.7万人。

体育事业取得新成绩。全年我国运动健儿共获得了 87

个世界冠军；9人1队19次创16项世界纪录。全民健身运

动蓬勃发展。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下降。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29 227

万人（见表 14）。全年全国出生人口1 599万人，出生率为

12.41‰；死亡人口825万人，死亡率为 6.40‰；全年净增

人口774万人，自然增长率为6.01‰。

表14  2003 年人口主要构成情况

单位：万人

居民生活继续改善。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 47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9.0% ；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2 622元，实际增长 4.3% 。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城市

为37.1% ，比上年降低0.6 个百分点；农村为 45.6% ，降

低0.6个百分点。年末全国私人轿车拥有量已达489 万辆，

比上年末增加146万辆。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 900万人。

社会保障进一步加强。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为15 490万人，比上年增加753万人。其中参保职工11 638

万人，参保的离退休人员3 852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

人数为10 373万人，增加191万人。全国参加医疗保险的人

数为10 895万人，增加1 494万人。其中参保职工7 977万人，

参保退休人员2 918万人。年末全国企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离退休人员3 551万人，绝大部分实现了养老金按时足额发

放；年末全国有195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

心，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人员全部按时足额领到了基本生

活费和代缴了社会保险费；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

415万人，比上年减少25万人；全国共有2 235万城镇居民

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增加170万人。

年末全国各类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床位122.2 万张，收

养各类人员 92.4万人。城镇建立各种社区服务设施19.2 万

个，其中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9 251个。全年销售社会福利

彩票200亿元，筹集社会福利资金近70 亿元，直接接收社

会捐赠款30.1亿元。

十二、资源与环境

耕地面积继续减少。全年建设占用耕地 22.9 万公顷，

灾毁耕地5.0万公顷。生态退耕223.7万公顷，因农业结构

调整减少耕地 33.2 万公顷。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31.1万公顷。全年净减少耕地253.7万公顷。

能源和主要原材料消费明显上升。初步测算，全年能源

消费总量 16.78 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10.1% 。其中，

原油消费量2.52亿吨，增长12% ；原煤15.79亿吨，增长

13.6% 。主要原材料消费中，钢材 2.71 亿吨，增长

28.6% ；氧化铝1 168万吨，增长15.7% ；水泥8.36 亿吨，

增长15.3%。

水资源供求关系依然紧张。当年人均水资源2 076立方

米，比上年下降 5.6% 。全年平均年降水量640 毫米，下降

3.0% 。年末全国454 座大型水库蓄水总量1 864亿立方米，

增加210亿立方米。全年总用水量5 410亿立方米，比上年

下降 1.5% 。其中生活用水增长 5.0% ；工业用水增长

1.1% ；农业用水下降 3.5% 。全国人均用水量为 420 立方

米，下降1.9%。

总体水质状况略有下降。七大水系干流地表水水质有

52.5 % 的断面满足国家地表水三类水质标准要求，比上年下

降0.4个百分点；38.1% 的断面为四类、五类水质，比上年

上升 11.3 个百分点；超过五类水质标准断面的比例为

9.3% ，比上年下降 11个百分点。237 个近岸海域海水水质

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19.8% ，

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

矿产资源勘探取得新进展。全国已发现的矿种为 171

种。有查明资源储量的矿种共计 158 种，其中，能源矿产

10 种，金属矿产54种，非金属矿产 91 种，水气矿产 3 种。

国土资源调查及地质勘查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 157 处。有

59种矿产新增查明资源储量，其中，石油7.99 亿吨，天然

气5 035.4亿立方米，原煤51.95亿吨。

城市环保工作有所加强。监测的 340 个城市中，有141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占监测城市数的 41.5% ，

比上年提高 7.7 个百分点；有 108 个城市为三级，占

31.8% ，比上年下降3.2个百分点；有91个城市为劣三级，

占 26.7% ，比上年下降 4.5 个百分点。城市污水集中处理

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率，分别达到42.1% 、58.0% 和53.5% ，比上年提高2.1、

3.8 和 1.5 个百分点。全国建成烟尘控制区 3.3 万平方公

里，环境噪声达标区2.0 万平方公里。

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加大。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930 万公

顷，比上年增长 19.7% 。其中，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完成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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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面积831万公顷。截至2003 年，全国共批准国家级生态

示范区82 个，自然保护区达到1 999个，国家地质公园 44

个，地质遗迹保护区 457 个，三峡库区完成地质灾害治理项

目158个。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6万平方公里。

赤潮发生次数增多。全年发现赤潮119次，比上年增加

40次，上升 50.6% ；累计面积约14 550平方公里，直接经

济损失约4 280万元。

各种自然灾害比较严重。全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

5 438.6万公顷，比上年上升15.4% ；其中成灾面积3 251.6

万公顷，上升 19.0% ；绝收 854.6 万公顷，上升 30.3% 。

全年因海洋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 80.5 亿元，比上年

上升22% 。全年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29次，比上年增加20

次，其中6级以上地震7次。地震共造成319人死亡，直接

经济损失46.6亿元。

注：
1.本公报为初步统计数。

2.各项统计数据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省。

3.国内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

按可比价计算。

4.表2中的水果产量含果用瓜。

5.基本建设新增生产能力中新增局用交换机容量、新增光缆线

路长度及新增数字蜂窝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含更新改造增加的能力。

6.邮电业务总量完成额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

（《人民日报》2004 年 2 月27 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1月 27 日

至29 日在北京举行。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

长春、罗干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

话，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

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着重强调了做好明年

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重要原则和重大问题，并对加强和改善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系统总结了今年的经济工

作，并就做好明年经济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会议认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仍是当今国际格局

演变的两个主要趋势。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仍是总体和平、

缓和、稳定，但局部战乱、紧张、动荡，在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方面，世界各国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世界经济

逐步回升和结构调整加快，对我国经济发展在总体上是有利

的。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使我国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在世

界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中，各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也将出现

此消彼长的变化。大调整既是大挑战，也蕴藏着大机遇。抓

住了机遇，就能赢得历史性发展。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十六大

关于本世纪头 20 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

断，切实增强紧迫感，牢牢抓住机遇期，趋利避害，发挥优

势，努力加快自身的发展。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遭遇突

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地震、洪涝、干旱等多种自然灾害。在

严峻挑战和困难面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万众

一心，奋力拼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就。全党

兴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国民经济

持续较快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

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十六届三中全会胜利

召开，对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全面部

署。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

科技实力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局良好。

会议指出，愈是形势好，我们愈要清醒看到经济社会发

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我们要立足长远，着

眼当前，坚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认真加以解决。特别是对

新出现的苗头性和局部性问题，要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

采取果断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会议指出，明年是实现“十五”计划的关键一年，也是

全面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促进发展的重要一年。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

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把握全局、解决矛盾，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的思路，做好各项工作。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

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

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

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国民经

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会议强调，贯彻这个总体要求，重要的是牢固确立和认

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既是经济工作必须

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

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要进一

步统一认识，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切实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坚持经济发

展和资源环境相协调，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明年的经济工作，要从发展全

局的高度，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当前，我国

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我们一定要保持宏观

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信心，稳定大局；一定要

更加重视总量调控和结构优化，正确把握调控的时机和力

度，引导经济平稳运行。要倍加珍惜当前经济发展的好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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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巩固和发展这个好势头。要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要密切关注宏

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针对苗头性问题，适时适度地进行调

控，增强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实施积极财政政

策，要在强化税收征管、增加收入的同时，按照建立公共财

政的要求，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力度，保证各项重点支

出。国债和新增财政资金的使用，要重点向“三农”倾斜，

向社会发展倾斜，向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倾

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斜，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倾斜，同时还要保证国家重点建

设项目的资金需要，支持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实施稳健的

货币政策，必须把握好货币供应量的调节力度，综合运用各

种货币政策工具，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协调

配合的综合效应，适当控制货币信贷的投放，调整货币信贷

结构，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

二、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

问题，是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我

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农业的基础

地位，始终重视严格保护耕地和保护、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始终重视维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始终重视

增加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的收入。要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的现

象，继续调整农业结构，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推进优势农产

品合理布局。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

别是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

件。要加强农业科技储备和技术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

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税

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做好农

村扶贫工作。

三、紧紧抓住结构调整这条主线。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

一个关键时期，抓紧推进结构调整，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

局。要提升制造业水平，加快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要代表的

高新技术产业，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全面提高

制造业的竞争力。要努力缓解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进一

步安排好电源和电网建设，加强大型煤炭基地的建设，加快

重要交通干线和枢纽的建设。突出抓好节约能源、节约原材

料和节约用水工作，搞好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要加快发展

第三产业。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扩大就业、优化产业结

构、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

举措，积极创造有利于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

使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服务质量明显改善。要促进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要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

的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鼓励有条件的东部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

化，逐步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

发展的新格局。要逐步理顺分配关系，扩大居民消费能力。

在结构调整中，一定要认真解决和切实防止盲目重复建设，

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盲目扩大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倾向

严重的行业，加强引导和调控，促进其健康发展。

四、不失时机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按照十六届三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的要求，有重点、有步骤地深化改革。加快国

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巩固

壮大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放宽

市场准入，加强服务和监管，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

经济在发展经济、繁荣市场、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的

重要作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深化

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财税和价格改革。维护和健全市场

秩序，严厉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

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

有机结合起来，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五、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国际生

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加快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善于用全

球战略眼光，从更大范围和更宽视野想问题、办事情，提高

应变能力，增强风险意识，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坚持利用国际有利条件和充分发挥

我国优势相结合，坚持扩大引进技术和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相结合，坚持利用外资和大力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相结合，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

面。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

含量，优化进口商品结构，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要提高

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既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的硬环境，更

要重视加强软环境建设，提高服务水平，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合理引导外资投向。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

六、认真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坚持以

人为本，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重视和关心群众

利益，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至关重要。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安国之策。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把促进就业放在突出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

策，把深化改革、促进发展、调整结构和扩大就业有机结合

起来。要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

业的中央确定的促进就业再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建立健全

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抓紧健全各

项社会保障制度，继续做好“两个确保”工作，抓好失业保

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落实，搞好“三条保障

线”的衔接。务必把灾区的救助和恢复重建工作作为一件大

事抓紧抓好。切实把有关安全生产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会议还从八个方面具体部署了明年的经济工作：一、巩

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二、调整

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三、大力促进就

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四、努力扩大消费需求，

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五、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做好财政金融工作；六、加快推进经济体制

改革，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努力做好外贸外资工作；八、统筹兼顾，加快推进社会

事业发展。

会议指出，明年各方面工作任务很重，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加强和改善对经济工作的

领导，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切实

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要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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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思想新高潮不断引向深入，继续在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上狠下功夫。要坚持全局观念，紧紧围绕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正确认识形势，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部署上来。要坚持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忠实实践党的宗

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

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群众

和历史的检验。要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通过制度保证，使勤政为民、求

真务实的干部得到褒奖，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

惩戒，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形成勤政为民、踏实苦干的

浓厚风气。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

行政，牢固树立科学决策意识，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

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机制。要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

实维护社会稳定。要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努力维护

群众的合法权益，把解决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纳入规范化、

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会议强调指出，全党同志都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

识，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

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新的一年里，我们

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与时俱进，开拓进

取，励精图治，团结奋斗，继续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还有：王乐泉、王兆国、

回良玉、刘淇、刘云山、吴仪、张立昌、张德江、陈良宇、

周永康、俞正声、贺国强、郭伯雄、曹刚川、曾培炎、王

刚、徐才厚、何勇、顾秀莲、盛华仁、路甬祥、唐家璇、华

建敏、陈至立、肖扬、贾春旺、王忠禹、刘延东、白立忱、

陈奎元、徐匡迪和中央军委委员梁光烈、廖锡龙、李继耐。

广东、陕西、辽宁和湖北省的负责人在大会上发了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和有

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和武警部队负责人出席

了会议。

（《人民日报》2003 年11 月30 日）

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不断开创财政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金 人 庆财政部部长

这次会议是在我国进入统筹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的财政工作会议，也是本届财

政部党组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会议的

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深入分析当前经济财政形势，总结今年的财政工

作，研究今后一个时期的理财思路，安排明年的财政收支计

划和财政工作。国务院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温家宝总理专

门作了重要批示，这是做好今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也是对财政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的鼓舞和鞭策，我们一定要认

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一、2003 年财政工作的简要回顾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突如其来的非典

疫情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等严峻考验，各地区、各部门在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

论伟大旗帜，深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

的十六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重大决策，

顽强拼搏，扎实工作，进一步巩固了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和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与此同时，财政工作

也经受住了考验并取得了新的成绩，开拓了新的局面。

（一）财政宏观调控和保障作用进一步加强

一是继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确保经济持续稳定

增长，今年继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了1 400亿元

长期建设国债。各级财政部门在及时拨付国债专项资金、严

格资金监管的同时，积极支持和配合有关部门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形势，大力调整和优化国债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

构，重点向农村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向中西部倾斜，向

科技教育和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向抗击非典和农村公共卫生

倾斜，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认真落

实了机关事业单位调资政策，促进了消费和经济发展。二是

积极支持抗击非典和克服非典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典疫情

暴发后，国务院批准了财政部的建设，中央财政设立了 20

亿元非典防治基金，各地财政部门也大力调整支出结构，积

极筹集非典防治资金，用于对农民（含农民工）和城镇困难

群众中非典患者及疑似病人的免费治疗；定点医院、发热门

诊和隔离观察室应急改造和急救设备购置；向参加非典防治

工作的一线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提供特殊临时性工作补

助；支持建立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以及非典的

科研攻关等。这些举措为稳定人心，特别是防止非典疫情向

农村蔓延，夺取抗击非典斗争阶段性重大胜利作出了积极贡

献。各部门也通过调整支出结构，积极筹集资金，支持了本

部门的非典防治工作。同时，为尽可能减轻非典疫情对部分

行业和地区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恢复和稳定增长，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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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提出了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建议，经国务院批准后，会

同有关部门在一周之内出台了相关政策，包括对疫情地区和

部分困难行业在限定时段内减免 18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

免15 项政府性基金，减免部分税收，以及实行短期贷款贴

息等，及时有效地帮助了受非典冲击较大的旅游、餐饮、民

航、旅店、出租车等行业和企业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经营。

此后，为了进一步支持受非典影响较大行业和企业发展，财

政部又主动提出建议并得到国务院批准后，与有关部门一道

将民航运输业和旅游业的税收优惠及短期贷款贴息政策延长

到了今年12月 31 日。一些地方财政部门也根据非典疫情对

本地经济的影响程度，及时采取了不少有效的财税政策和措

施，支持和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二）增收节支工作成效明显

尽管今年遭遇了非典疫情以及早、涝、地震等自然灾害

的冲击和影响，财政收入增幅曾由一季度的 36.7% 下滑至

二季度的20% ，但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持续趋好以

及增收节支工作的进一步加强，今年财政收入依然保持了较

快增长。抗击非典、文教科学卫生、社保、农业等各项重点

支出项目得到了较好保障。在今年财政经济工作面临诸多困

难和考验的形势下，财政收支能保持这样一个好势头，确实

很不容易。

（三）财政支持解决“三农”问题迈出新步伐

一是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国务院关于全面推

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下发和全国农村税费改革

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新增的 11 个试点省份，在

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努力克服非典带来的困难，

积极调整工作方式，切实改进工作方法，及时加强沟通联

系，认真研究制定改革方案，既抢回了耽误的时间进度，又

确保把各项基础工作夯得扎实有效。先行试点地区在“三个

确保”、规范农业税征管、推进乡镇机构和农村教育管理体

制改革、加强村级资金和涉农收费管理等方面继续完善相关

政策，也取得了明显成绩。为支持农村税费改革，中央财政

今年安排专项转移支付资金305 亿元，各省级财政及有条件

的市县财政也相应安排了一定的资金，北京、天津、福建、

广东、江苏、安徽、四川、上海、河南等十几个省市还基本

取消了农业特产税。总之，改革试点全面推进，政策措施逐

步完善，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二是积极推进粮食补贴方式改

革试点。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今年安徽、吉林、湖南、湖

北、河南、辽宁、内蒙古、河北等8个省区推进了粮食补贴

方式改革试点，将原来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

农民的直接补贴，并根据各地实际积极探索多种有效实施方

式。特别是安徽省又走在了改革的前列，不仅将试点范围从

两个县扩大到了全省，而且在直补的原则、方法和途径上作

了有益的探索。财政部在广西专门召开座谈会，总结推广了

各地经验，提出了下一步改革思路。总体上看，直补改革试

点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加快了农村

种植结构调整，推动了粮食企业改革，促进了粮食市场化进

程，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三是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结构调整。增加了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

展的投入，着力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农业科

技进步，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增加了农民收入；加大了农

业税灾歉减免的力度，其中中央财政补助比去年增加

100% ；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支出主要用于农村。

（四）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力度加大

一是加大了对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支持力度。根据今年

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精神，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扩

大了再就业财税优惠政策的实施范围，延长了优惠时限，加

大了再就业资金投入力度。认真落实税费减免政策，各地除

按中央规定免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 17 项行政事业性收

费外，对以前地方出台的相关收费政策也进行了清理和整

顿。二是进一步加大了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力度。

再次提高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不同对象、类别分别提

高15% ～21% 。为支持109 户国有企业依法实施关闭破产，

及时安排补助资金，保障了这些破产企业涉及的 51 万职工

的基本生产生活需要。为切实帮助灾区群众解决基本生活困

难问题，中央财政安排的洪涝、干旱、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

救济补助费也有了较大增长。扩大了对农村贫困中小学生免

费提供教科书的范围。今年中央免费提供教科书的专项资金

比去年翻了一番，使770 万中小学生享受了政策优惠。地方

各级财政部门在这些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五）出口退税机制改革顺利出台

针对我国出口退税拖欠严重的问题，财政部及时向党中

央、国务院提出了改革建议，并在与有关部门反复协商及广

泛征求地方和企业意见的基础上，研究拟定了改革建议方

案。10 月份，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改革出口退税机制的

决策，确定了“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

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国务院出口退税机制改

革工作座谈会召开后，财政部按照《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

口退税机制的决定》精神，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积极完善

了相关配套制度，地方各级财政、国税和商务部门也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为明年1月 1 日改革的正式实施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这项改革不仅将增强企业活力和政府信

誉，而且还有利于建立中央与地方共同管理出口退税的科学

机制，推动外贸改革和发展。同时，中央财政加大了出口退

税力度。

（六）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继续深化

一是继续推进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进一步扩

大了预算外资金改革范围，将涉及原外经贸部、人事部等

30 个部门和单位的1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了预算管理。

二是不断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增加了118个二级事业单位进

行基本支出和定员定额改革试点；对中央部门已安排的

6 736个项目进行了清理，并重新划分项目类别，推动了项

目的滚动管理。三是进一步加大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力

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中央试点部门由去年的 42 个扩

大到82个，地方试点省份由去年的 9个扩大到26个；国库

集中收缴制度改革中央试点部门由去年的 15 个扩大到 35

个，另有8个省份也按照中央的改革方案和办法实施了国库

集中收缴制度改革试点。四是政府采购范围进一步扩大。这

些改革的深化，进一步增强了财政资金的安全性、规范性和

有效性。

（七）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监督工作进一步加强

今年以来，财政部完成了《财政违法行为处罚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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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彩票管理条例》等一批与财政改

革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财政法规、规章的修订和制定工作。取

消了行政审批项目 34 项，改变管理方式 1 项。对从新中国

成立至2001 年12 月发布的现行财政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清

理，并逐一作出了鉴定。开展了大范围的财政法制宣传和培

训工作。各级财政监督机构不断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

坚持加强财政监督与规范财政管理、深化财政改革相结合，

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尤其是全

体专员办干部，充分发扬“不畏压力，坚持原则；依法监

督，严格执法；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立足一线，服务大

局”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工作又有新的起色。

（八）其他各项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今年以来，财政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进

一步完善和落实了相关制度和措施；国际财经交流与合作开

展活跃，在争取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等重大宏观政策

的理解和谅解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加强了注册会计师

诚信教育，完善了注册会计师监管体系；“金财工程”建设

稳步推进，财政信息化管理迈上新台阶；会计改革不断推

进，财务会计信息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财政科研和滚动预

算编制工作不断加强，增强了财政工作的理论性、科学性、

预见性；财政宣传和干部培训工作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开展，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等等。

总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今年全国财政

战线广大干部职工迎难而上，锐意进取，扎实工作，较好地

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在此，我代表财政部党组向大家并通

过大家向全国财政战线和财务会计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

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向关心、支持财政工作的各兄弟部门和

单位，特别是向税务和海关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的

感谢！

在看到财政工作取得较好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

地看到，当前财政工作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矛盾。一是虽然

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增收幅度较大，但支出的压力更

大，财政收支紧张的矛盾仍十分突出。二是经济发展过程

中，各方面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向财政转移和积聚，防范和化

解财政风险的任务非常艰巨。三是部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

区基层财政仍比较困难，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仍然存

在基层政府欠发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的现象，这次调资后

很有可能再次抬头。四是财政支出范围和结构仍然不尽合

理，支出责任不尽明确，财政供养人员过多，负担过重，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五是财经秩序混乱状况还

没有根本改观，做假账、偷逃骗税、铺张浪费等现象仍时有

发生。六是财政部门依法行政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对这些

问题，我们要立足长远，着眼当前，坚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

法尽力加以解决。

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工作的基本思路

在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过程中，

财政部党组按照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本届政

府施政纲领对财政工作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紧密结合财

政工作实际，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地方、部门意见的

基础上，初步研究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工作的基本思

路。概括地说，就是要“做大一个蛋糕”，即千方百计促进

经济发展，做大财政收入蛋糕；“用活两大存量”，即用活国

债投资存量和粮食风险基金存量；“推进三项改革”，即推进

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四项

制度”，即重点支持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

卫生四个方面的制度。

（一）做大一个蛋糕

从根本上讲，财政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只有在

大力支持经济发展中财政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十六

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

和调节收入方面发挥重要功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财

政支持经济发展责无旁贷，这也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

法。古人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

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段话科学地论述了三财之

道的辩证关系，精辟地阐明了三财之道生财为本的道理。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把建设公共财政与财政支持

经济发展对立起来，不能简单地算财政账、收支账，停留在

日常事务之中，停留在一般性的收收支支之中，还必须算经

济账、政治账，把财政工作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来考

虑、来定位，牢固树立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和经济决定

财政的观念，正确认识和处理财政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

系，正确认识和处理财政与经济速度、结构和效益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生财、聚财和用财的关系，把促进经济发展

进而带动财政发展作为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和前

提下，通过不断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加强收入征管等措施，

建立稳定持续较快增长的财政收入机制，做大财政收入蛋

糕，壮大国家财政实力。争取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财政收入平

均每年增长10% 以上，年均增加2 000亿元以上。

1.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促进经济持续较快

协调健康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切实把政府经济

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

来”。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凡是市场办得了和办得好的，政府都应该放手让市场去办，

不能替代市场主体去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是

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明显不同。这就要求财政部门不能简单

地再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直接投资、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等老办

法来发展经济，而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转变支持经济发展的

方式，要善于运用经济杠杆等间接手段来管理和调控经济，

发挥财税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综合运用国债、税

收、财政贴息等多种政策手段，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培

育和发展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逐步解决国有

企业历史包袱，为企业的自我发展、自我创新，创造更加公

平、开放、宽松的财税环境，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

力，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积极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和

财税政策，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

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

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调动各级政府做

大财政收入蛋糕的积极性。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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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做大财政收入蛋糕的一个重要指

导原则。贯彻这一原则的关键是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分税制财

政体制。一是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对

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规范转移支付办法，调整和优化

转移支付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二是在统一税政前提

下，研究落实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问题。三是完善省

级以下财政体制。在合理划分省级以下各级政府支出和收入

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省级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

大对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四是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

收费，完善非税收入政策和收缴管理制度。非税收入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

别是彩票发行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以及石油、通讯、电视

频道等垄断性公共资源特许经营收入等方面，管理不够规

范，增收潜力还很大。要按照公共财政要求，结合深化“收

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和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收缴办法，大胆探

索，凡能纳入预算的都要纳入预算管理，积极挖掘这方面的

收入潜力。

（二）用活两大存量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目前我国每年已有两万多亿元

的财政存量资金，并且还在不断扩大，这是促进当前和今后

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资源和财力基

础。毋庸讳言，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笔资源使用中损失浪

费、缺位越位、结构失调等现象还比较严重，使用效益还有

待进一步提高。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收支矛盾仍将十分突出，

在注重用好当年增量资金的同时，积极挖掘财政资金存量的

潜力，使其在支持和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更

大、更好的效益和作用，尤为重要和紧迫。从某种意义上

讲，用活财政资金存量，能更直接反映和体现财政、财务部

门的工作作风和理财水平，能更具体地衡量和检验财政、财

务部门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权为民所用、情为

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求的态度和能力，调整和创新财政

资金的使用结构和使用方式是一篇大文章，需要我们勇于探

索，敢于开拓，善于总结。根据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变

化和财政资金使用现状，可先从用活国债投资和粮食风险基

金两大存量入手，并以此带动其他财政存量资金使用结构和

使用方式的调整和创新。

1.调整长期建设国债使用方向和结构。任何一项经济

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与

时俱进地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和完善。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

机的冲击和国内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1998 年以来，我国

连续六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国债投资等措施，为

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既要防止通货紧

缩，又要防止通货膨胀，通俗地说就是既要治“冷”，又要

治“热”。在这一新形势下，为了保持和巩固我国经济发展

的好势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近期既要保持积极财政政

策的连续性，又要适当调整，在维持赤字现有规模的情况

下，经过几年努力，使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目前的

304亿元，逐步增加到1 000亿元，相应逐步减少直至不发用

于上项目的长期建设国债。这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其

内涵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赤字规

模近期还难以作大的压缩，但随着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总量

的不断增长，赤字占 GD P 和财政收入的比重都会持续下降。

二是丰富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根据经济发

展的形势，适当调减长期建设国债规模，腾出资金用于支持

税制改革和其他方面体制创新，推动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的瓶颈问题，为经济社会长远协调发展打基础。这意味着积

极财政政策不仅仅是发长期建设国债、打赤字搞项目建设

了，还要逐步多拿出一些资金用于支持结构性减税和承担改

革必需成本。三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整合国

债投资和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并按照“五个统筹”对财政

资源配置提出的新要求，大力调整其使用方向和结构，逐步

减少对一般竞争性和经营性领域的直接投资，增加用于公共

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大力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

发展。

2.调整粮食风险基金的使用方式。目前，中央和地方

财政一年用于粮食的补贴达700多亿元，其中粮食风险基金

302亿元，但主要补在流通环节，农民直接受益甚少，国有

粮食企业在补贴之外，每年还发生亏损挂账 100 亿元以上。

因此，必须改革现行体制，以调整转变粮食补贴方式为突破

口，将原来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

补贴。补步设想是：从 2004 年开始，粮食主产区全面推行

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补贴资金来源是粮食风险基金，力

争在两年时间内，使用于农民的直接补贴占到粮食风险基金

总规模的一半。粮食产销平衡地区和销区，对重点产粮县也

要比照主产省的办法对种粮农民进行直补。如果按全国总规

模的一半计算，改革后，每年用于对农民的直补资金将达到

150亿元。在对农民直补的同时，积极稳妥地处理国有粮食

企业的历史遗留包袱，并大力支持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和收购

价格，推动国有粮食企业真正走向市场，并加强和改善国家

对粮食生产和流通的调控能力，逐步建立和健全市场化的粮

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补贴方式，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

贴，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改革，它不仅盘活了补贴存量，提高

了补贴效率，增加了种粮农民收入，而且有利于推进粮食流

通体制市场化改革。

（三）推进三项改革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财税改革作为经济

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财政作为社会分

配的关键环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

革的任务更加艰巨和繁重。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进一

步完善财税体制，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公共财政体

制，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等一系列财

税改革要求。下一阶段我们要重点推进以下三个方面的

改革：

1.加快推进税制改革。逐步完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要求的税制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创造一个

比较宽松的财税环境。

一是将生产型增值税调整为消费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

税相当于对投资还要征一道税。1994 年税制改革时这样设

计符合当时经济和财政发展实际，但在需要鼓励和刺激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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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形势下，它影响企业投资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形成了

逆向调节，不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这种税制也不符合

国际潮流，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和印尼两个国家还在实行

生产型增值税。为了扩大社会投资，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

力，拉动内需，提高经济自主增长能力，必须根据国内国际

形势的新变化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改革后财

政虽会暂时减收，但从长远看会相应增强企业投资能力，由

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而且投资风险

自担，企业自主投资的效果优于政府直接投资，从而可以更

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并相应带来财政增收。

二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现在我国对内、外资企业

分别实行不同的所得税制，虽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名义

税率相同，但由于外资企业比内资企业享受更多的税收优

惠，外资企业比内资企业实际税负低10 个百分点左右。也

就是说，内资企业实际上享受的是不公平待遇。在改革开放

初期，这样做虽有失公允，但有利于吸引外资和扩大开放，

是必要的。目前，我国改革开放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特

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更加开放，内资企业税收

负担比外资企业高，既不利于平等竞争，也不符合世贸组织

规则要求，必须尽快把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合并起来，在适当

调整税率的同时，实行统一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在此基

础上，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使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尽量接

近，以利于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公平竞争。

上述两项改革涉及财政承受能力和对外开放问题，既要

积极稳妥，又要统筹考虑。

三是改革出口退税机制。这项改革的方案今年已经出

台，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特别是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和外贸

出口形势的新变化，以及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突

出问题，进一步予以完善，使之更符合实际，更有利于促进

外贸和经济发展。

此外，还要认真研究、积极探索，适时完善消费税，适

当扩大税基；改革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

人所得税制；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

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清理取消有关收费。

2.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

和难点在农村。解决“三农”问题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施政

目标之一。财政作为政府集中资源和调控分配的重要手段，

对解决“三农”问题负有重要的责任。必须从统筹城乡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在遵

循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加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和

保护力度。总的思路就是要少取、多予。少取就是要进一步

规范农村税费分配关系，减轻农民负担。近几年推行的农村

税费改革，大幅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已经取得了重大的阶

段性成果。下一阶段就是要在巩固和发展已有成果的基础

上，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一是要完善现有相关政策。

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等配套改革，确保农民负担明显减

轻，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的正常需要。二是要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在今年各地

试点的基础上，从明年起除烟叶暂时保留征收农业特产税

外，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征收农业特产税。三是逐步降低农业

税税率。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结合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农

民的直接补贴，把农业税税率从目前全国最高不超过 7%

（加上附加总体为8.4% ），逐步降低到全国统一税率 20% 左

右（加上附加总体为 2.4% 左右），并逐步过渡到城乡统一

税制。在少取的同时，还要多予。就是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和

农村的投入。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支出主

要用于农村，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

业发展差距，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耀到农村。并通过采

取税收优惠、贴息等财税政策措施鼓励社会其他力量进入农

业和农村社会发展领域，大力支持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农民进

城和城市化等问题。通过多种财税政策及其他支持措施，争

取在未来几年内使“三农”问题有较为明显的缓解。

3.加快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部门预算、国库集中

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等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不仅是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重要内容，也是从源头上反腐倡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的重要措施。这几年，各级财政部门勇于开拓，顽强拼

搏，为推动这些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提高了财政

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改革已有了一个好的开

端，但我们也要看到，改革还只是初步的，要实现改革的目

标，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

识和充分的准备。下一步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进

一步总结经验，结合实际，完善措施，创新办法，积极稳

妥，毫不动摇地向前推进。部门预算制度要逐步实现科学

化、规范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要分步全面推开；“收支两

条线”管理改革要实现全口径的预算管理；政府采购制度改

革要进一步扩大范围、规范操作。同时，还要注重研究绩效

预算评价体系，促进财政支出效益的最大化。争取通过几年

的努力，使这些改革逐步到位，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公共

财政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体系。

（四）完善四项制度

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

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

体制创新”。并突出强调了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

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教育体制

改革和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因此，财政部门必须树立全局观

念，不仅要着力推进财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还要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大力支持上述四项改革，发挥体制创新的聚合效

应，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为什么要重点强调大力支持上述四项改革呢？理由主要

有三：一是这四项改革是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和焦点，是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支持。这同前

面做大“蛋糕”中讲的支持企业改革与发展等是一致的。二

是这四项改革中第一项本身就是财政职责所在，其他三项涉

及的都是社会公益性事业，相对于政府职能转变、投资体制

改革、民间投资和信用体系建设等来讲，与财政职能关联更

为紧密，是公共财政发挥职能作用解决公共问题、服务公共

利益的重要领域。三是大力支持这四项改革，有利于扩大消

费，改善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关系，更好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

展。这一点尤为重要。我想专门展开谈点看法。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表明，投资作为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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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只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只有投资完成后产生新的

供给并创造新的需求的时候，才能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

最终消费的支撑，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虽然短期内

可行，但从长远看，不仅难以持久，而且会使大量资金沉淀

在生产环节，易造成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消费需求作为社

会再生产的最终环节和最终实现形式，是拉动经济长期增长

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力量，而且作用更加直接有效和稳定持

久。在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一般而言，投资占总需求的

比重最高不应超过40% ，最终消费的比重至少在60% 以上，

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消费率则一般都在 80% 左右。

而近几年来，我国的投资率连续超过 40% ，最终消费率一

直未达到 60% ，去年是58.2% 。今年投资增长超过 30% ，

但1～11 月消费增长只有 8.9% ，特别是农村消费还在下

降，这进而影响到扩大国内需求。为什么消费上不去呢？重

要原因是上述四项改革远未到位。目前我国消费潜力最大的

是工薪阶层和农民，但由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制度

等改革尚未到位，这些居民养老、子女上学、看病等得不到

有效保障，工资等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又不能很好地解决他

们在这些方面的后顾之忧。这样，居民的支出预期和储蓄欲

望仍然比较高，消费需求就受到抑制。因此，尽快完善这四

项制度，对改善与稳定居民的心理预期，扩大和刺激消费需

求，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加快建立立足消费拉动内

需的机制，既十分必要又十分紧迫。我们要按照十六届三中

全会的有关要求，加大对这些改革的支持力度。比如，在社

会保障方面，要在继续做好“两个确保”和“低保”工作的

同时，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

制度，逐步将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城镇从业人员。在教育方

面，要加大投入，继续巩固和完善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

体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加大对高等、中等

教育困难学生的资助和救济力度；同时，运用财税政策引导

和拉动社会力量投资办学，刺激教育消费。在医疗卫生方

面，要进一步支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推进农村合作医

疗改革试点，加快建立和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在收入分

配方面，要研究将调整工资等收入分配政策与推进上述改革

结合起来，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促进这些改革的完善，等

等。这些工作做好了，不仅有利于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宽

松的制度环境，而且是推动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重要手段；不仅是财政宏观调控理论和方式的创新和发

展，而且将为财政宏观调控职能发挥提供一个更大、更广阔

的领域；不仅有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

制，而且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上述思路的核心是贯彻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观，把

发展作为贯穿财政工作始终的主线和主题。我们认为，它符

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

要求，符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上对财政工作提出的“六个坚持”的原则（即坚持科学

理财和量入为出，预算安排注意适当留有余地；坚持发展经

济，培植财源，千方百计增加财政收入；坚持财政支出统筹

兼顾，“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分清轻重缓急，确保重点；

坚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促进经济与

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

调发展；坚持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依法治税，强化预算管理

和财政监督，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服务），符

合温家宝总理对这次会议所做的重要批示精神。如果在本届

财政部党组任期内，能按上述思路把工作做好了，财政就可

以比较好地为实现本届政府的施政目标服务，为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服务。上述思路中的许多措施已写入十六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决定》中，但有些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希望大家

积极讨论，财政部党组将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再作进一

步修改、补充和完善。同时，也希望各地财政部门根据财政

部党组的基本思路，结合本地实际，研究明确本地区财政工

作思路，更好地指导做好本地区的财政工作，争取向当地党

委、政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三、明年财政预算安排和主要工作

科学分析和判断明年的经济形势是做好明年财政工作的

重要前提。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了透彻的分析和科学

的判断，我们要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我理解，其要点有

四：第一，世界整体经济形势从三大经济体同时低迷向同时

复苏转变。即美国经济增速可能加快，日本经济有复苏迹

象，欧元区经济可能好转。除此之外，亚洲经济增长强劲，

拉美经济有望回升。第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使世界经济不

确定性加大。第三，国内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进一步增强，

但内部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经济体制改革将进入承上启下

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受制于全球化的方面会越来越多。第

四，经济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并适时适当微调。总

之，明年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好于今年，国民经济

有望继续保持一个好的发展势头。这一方面将为财政发展奠

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财政支持发展、深化改革

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较重，明年中央财政收支的矛盾仍将

比较突出。

从收入方面看，明年几乎没有政策性增收因素，而政策

性减收因素则增加较多，如落实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政策、继

续调低关税税率；落实再就业、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鼓励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深化农村税费

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等税收扶持政策都将减少财政收入；加

上连续多年财政收入高于经济增长，使通过加强征管促进收

入增长的潜力和空间也渐趋缩小。因此，2004 年财政收入

很难再保持前几年那么高的增长速度。

从支出方面看，除了原有重点支出要妥善安排外，贯彻

《决定》精神，推动实现“五个统筹”，财政要大幅增加安排

用于支农、社保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方面的支出，同

时要大力支持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并承担必要的改革成本。

因此，支出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根据上述形势，明年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

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全面、

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

系，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全面落实“五个统筹”；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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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财税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积极财政政策；

大力组织收入，提高依法理财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确保预算

圆满完成；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强化财政监督，确保

“三农”、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就业和再就业、社会保障等重

点支出需要，保障和服务各项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国

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服务。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明年财政必

须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丰富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完善其有效实施方式，适当调整长期建设国债的

力度和结构。按照这一精神，一是明年拟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1 100亿元，比今年减少 300 亿元，其中 950 亿元纳入中央

预算，150亿元转借地方，同时增加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

资50亿元。二是按照“五个统筹”和“五个倾斜”的要求，

进一步优化国债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加大对“六小”工

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西部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调整改造、生态环境建设、淮河治理水利工程等方面的投

入，保证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重大在建项目建

设，把国债投向的目标从防止经济下滑、拉动经济增长向调

整经济结构、实现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变。三是长期建设国债

调减后，腾出的资金将结合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重点用于

支持社会发展及体制改革和创新，用于培育和增强企业这一

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和自负盈亏能

力，为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丰富和完善积

极财政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

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积极财政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发

展，也是调整建设国债资金存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具体

步骤。我们要统一思想，吃透政策，认真落实。

（二）大力支持解决“三农”问题

一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按中央

要求，明年将全面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将少数集中

连片品目改为征收农业税；农业税税率整体降低一个百分

点。具体范围是，农业税及附加总体负担水平较高的 28 个

省份，农业税税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其他省市暂不纳入“降

率”政策范围。考虑地方财政的实际困难，取消农业特产税

和降低农业税税率后，地方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

财政因此而造成的减收，由中央财政适当给予补助。初步设

想是，中西部10个粮食主产省区由中央财政给予全额补助，

中西部非粮食主产省（区、市）中央财政补助 80 % ，辽宁、

山东、江苏、福建 4 省，中央财政补助 50% ，其余地区自

行消化。在完善农业税制、落实各项改革政策的同时，还要

进一步做好化解乡村债务，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完善农村义

务教育体制等农村税费改革的相关配套工作，并修改完善有

关法律法规，巩固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二是积极

推进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

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明年将在 13 个粮食主产省区

全面推行粮食补贴方式改革，直补资金总额约占 13 个粮食

主产省区粮食风险基金的 40 % ；对于粮食直补资金发生困

难的粮食主产省区，可向中央财政借款，但必须在确保资金

直接补到农民手中的同时，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步伐，老

库存粮食处理完后腾出的粮食风险资金用于归还中央财政的

借款。三是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新增支出要确保主要

用于农村。支持西部“两基”攻坚，继续实施中小学危房改

造工程及向中西部农村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政策。四是

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建设及扶贫等方面的财政投入。2004 年中央财政用

于“三农”各方面的投入将增长 20% 以上，地方财政也要

大力增加投入。

（三）大力支持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一是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就业和再就业的各项财税优惠政

策措施，中央和地方财政都要加大再就业资金投入，并加强

监督检查，确保再就业资金和优惠政策用于下岗失业人员身

上。二是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解决困难群众生活问题。

继续稳妥推进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工作。增加预算安

排，及时拨付资金，巩固“两个确保”和“低保”工作成

果，处理好就业和再就业政策与三条保障线等社会保障制度

的衔接。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救灾工作，并切实解决好部分

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问题。三是在总结评估辽宁试点工作

的基础上，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配合有关部门推进吉林、

黑龙江两省做好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扩大试点工作。同

时，认真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

轨工作，进一步调整各级财政安排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

资金使用办法，积极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开展。四是完

善社会保障预算和财务制度，健全财政监管体系，建立追踪

问效制度，逐步探索“以奖代补”新机制，堵塞资金管理漏

洞，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益。五是增加卫生投入，落

实卫生事业补助政策，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推进农村合

作医疗改革试点。

（四）积极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是积极支持人才、专利、标准战略的实施，认真落实

国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财税扶持

政策，提高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二是抓紧研

究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

的财政、财务政策，推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重点推进中石

油、中石化、东风汽车公司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改革试

点工作，帮助企业减轻负担。三是积极支持电力、电信、民

航等行业体制改革，完善相关财政、财务政策，确保改革顺

利进行。四是继续支持做好政策性关闭破产企业的职工安置

工作，积极安排并及时拨付破产补助资金。五是积极支持东

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结合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改

革试点，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冶金、

船舶、汽车、高新技术产业、军工、农产品加工等行业，其

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税金允许抵扣。同时，对东北老

工业基地企业在折旧率、研发经费计提等方面给予财税政策

支持。六是认真落实西部开发的各项财税优惠政策，加大对

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继续加强退耕还林（草）等

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五）进一步积极推进财税改革

一是大力推进税制改革。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首先，中央财政将足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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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明年出口退税指标，各地区出口退税基数将于近日下达，

地方财政也要足额安排明年出口退税指标，上下共同努力确

保不发生新的拖欠。其次，中央财政将加大解决累计欠企业

出口退税款的力度。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会同税务、海

关等有关部门，认真抓紧做好清查核实工作，中央财政将分

别不同地区和分批次予以清退，明年内全部清退完毕。第

三，要密切跟踪、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及时研究解决措施，完善相关办法，确保出口商品及时退

税，努力支持和扩大出口。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生产型增值税

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的试点，认真总结经

验，切实完善方案，为全面推开这项改革创造条件。同时，

要加快研究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及其他税种改革的具体方

案，为政策出台做好准备。要认真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

承诺，明年再降低关税税率。二是继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进一步完善部门预算制度，积极推进收支分类改革，建

立科学规范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进一步扩大基本支出预算

改革范围，规范定员定额核定办法；完善项目支出管理方法

和手段；研究科学的绩效预算评价体系，促进财政支出效益

的最大化。继续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清理整顿行

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扩大收支脱钩、编制综合预算的改革试

点部门，扩大中央部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试点范围，进

一步完善财政国库管理信息系统。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范围

和规模，继续推进政府采购工作规范化、法制化。此外，还

要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努力增加对基层的财政转移支付，

力争一步步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要组织力量编制好“十一

五”财政发展规划。

（六）狠抓增收节支工作

一是坚决维护税法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制止各

地擅自出台税收优惠和变相优惠政策的行为，税收优惠政策

到期的要及时恢复征税。二是积极支持和配合收入征管部门

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严厉打击走私、偷逃骗税等各种涉税违

法犯罪活动，做到依法征税、应收尽收，确保税收收入的稳

定增长。三是挖掘非税收入潜力，规范非税收入管理。所有

土地资金都要纳入预算或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促进耕地保

护，减少财政资金流失。四是强化支出管理。认真落实中央

关于明年一般性支出继续实行零增长的要求，继续从严控制

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项目建设，狠刹建设中的“形象

工程”、“政绩工程”之风，采取措施制止各种铺张浪费。推

进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完善公务活动接待制度，规范

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科学合理地界定事业

单位的经费供给范围。五是加强监督检查，严肃财经纪律。

充分发挥专员办这支队伍的作用，强化对财政收支活动全过

程的监督检查，促进增收节支，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内部

监督。
（七）积极防范财政风险

中央提出要有忧患意识。具体到财政工作上，就是要积

极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为此，一要完善债务预警监测制

度，加强主权外债管理，实行政府债务全口径风险管理和报

告制度。二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以适当方式支持有条件的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

职能定位及亏损补贴机制，建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

的目标责任制，减少国家最终所要承担的损失。三是进一步

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积极创造条

件，健全社保基金财政专户管理制度，加强社保资金监管。

四要积极研究有计划、有步骤地消化基层政府债务的有效

办法。

（八）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各级财政部门要将“依法行政，依法理财”贯穿于整个

财政工作的始终。一是加强财政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保证

重点立法项目的顺利进行。二是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

法》，进一步做好各项配套工作，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三是

加强法制宣传和培训，不断提高财政干部的法律素质和依法

理财的自觉性。四是研究修改《注册会计师法》，加强注册

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和财会人员的诚信教育和职业道德

建设，规范和发展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行业组织，充分发挥

其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继续整顿和规范

会计秩序，努力提高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财会人

员的社会公信力。五是进一步开展国际财经交流与合作，增

强财政工作在经济全球化、加入世贸组织背景下的规范性和

透明度。

（财政部办公厅提供）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税收事业新局面

谢 旭 人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2003 年 12 月24 日）

同志们：

这次税务工作会议，是在全国上下兴起学习贯彻“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

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

召开的。开好这次会议，对于做好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税

收工作，开创税收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会议的主要

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

彻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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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税收工作，部署明年税收工作。国务院领导同志对这次

会议非常重视，温家宝总理作了重要批示，他指出：今年，

全国税收收入实现历史性突破，成绩显著。在新的一年里，

各级税务部门要坚持依法治税，加强税收立法，规范税收执

法；有计划分步骤地稳步推进中央确定的各项税制改革，完

善税收征管制度；切实加强队伍建设，从严管理，提高队伍

素质。要继续努力，扎实工作，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为

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新贡献。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批

示，充分肯定了今年税收工作取得的成绩，对明年税收工作

提出了明确要求，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和鞭策。全国税务系

统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下面，我根据温

家宝总理重要批示精神讲四个问题。

一、今年税收工作情况

今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复杂

多变的国际形势、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

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容应对，果断决策，

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克服种种困难，赢得了抗击非典的阶

段性重大胜利，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取得了首次载人航天

飞行的圆满成功，实现了经济较快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全

国税务系统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团结拼搏，开拓进取，大力组织收

入，积极推进各项税收工作。税收收入实现历史性突破。截

至12月20 日，全国共完成税收收入19 843亿元（不含关税

和农业税收），同比增长20.9% ，已经超额完成国家预算确

定的全年收入任务。其中，国税局收入13 766亿元，同比增

长21.5% ；地税局收入6 077亿元，同比增长19.3% 。预计

全年收入将超过20 000亿元，增收超过3 000亿元，双双迈

上新台阶。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8% ，比

去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各级税务机关按照依法治税的基本

要求，努力夯实收入基础，提高了收入质量。各月份、各主

要税种、各地区收入增幅差距缩小，收入均衡性增强。前

11个月，全国农税征收机关还组织农业税收（包括农牧业

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731 亿元，同比增长

22.2% ，增收133亿元；全国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的19 个

省一级地税局组织社保费收入1 502亿元，同比增长34.2% ，

增收321 亿元。税收政策发挥重要作用，征管质量和效率不

断改善，基层建设得到加强，干部队伍素质进一步提高，其

他各方面工作也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今年以来，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学习贯

彻十六大精神的基础上，兴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新高潮。深刻领会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9

月3 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贯彻活动不断引

向深入。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带头实践，将个人自学、

党组中心组学习和脱产培训相结合，将武装思想和解决实际

问题相结合，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各

级税务机关采取多种形式组织了对税务干部的轮训。通过不

断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税务系统日益深入人心，

成为指导税收工作实践、推动税收事业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

动力。

（二）认真开展防治非典工作。坚持“两手抓”的方针，

积极开展防治工作，保证了税收征管工作的正常进行。认真

落实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有力地支持了防治非

典工作，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在这场斗争中，各级税务机

关和广大税务干部职工经受住了严峻考验，锻炼了战胜困难

的意志和勇气，提高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取得了防治非

典和税收工作双胜利。

（三）积极推进依法治税。认真开展以“依法诚信纳税，

共建小康社会”为主题的第12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增

强了全社会依法诚信纳税意识。深入贯彻税收征管法及其实

施细则，加强法制宣传和干部培训。制定配套规章，实施了

工商登记信息和税务登记信息交换与共享、纳税信用等级评

定管理等制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消了 16 个税务

行政审批项目，并切实做好后续管理工作。认真组织学习行

政许可法，积极做好实施前的准备工作。深入开展税收执法

检查，全面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大力整顿和规范税收秩

序。对生产型出口企业、建筑安装行业等进行税收专项检

查。查处了一批涉税违法大案要案，严厉打击制售假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等涉税违法活动。截至

11月底，共检查纳税户150 万户，查补税款330亿元。

（四）全面落实各项税收政策。积极落实促进下岗失业

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截至9月底，全国享受税收优惠

政策的下岗失业人员 190 多万人，减免税33.8 亿元。认真

落实支持防治非典、促进西部大开发、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等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地发挥了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大

力加强出口企业“免、抵、退”税管理，切实加快出口退税

进度。截至12月20 日，全国累计办理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

出口退税1 286亿元，为生产企业免抵税款约1 100亿元，办

理免抵调库 571 亿元。退税和调库合计1 857亿元，同比增

长64.1% ，增加725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外贸出口。

（五）大力强化税收征管。优化管理业务流程，狠抓管

理基础工作，积极推行精细化、科学化管理，进一步夯实税

收征管基础。针对薄弱环节，加强了对各税种的管理。从 7

月份开始在全国推行增值税申报纳税一窗式管理，加强票表

审核比对，发挥防伪税控系统作用，强化了增值税征管，方

便了纳税人，也提高了办税工作效率。国、地税局协调配

合，加强对货物运输业营业税征收和抵扣管理，并研究实施

海关代征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废旧物资收购发票、农副产品

收购发票等可抵扣凭证的管理措施。进一步明确国、地税局

的所得税征管范围，加强了所得税收入分享体制改革后的征

管工作。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对210 万高收入重点纳税人

实行建档管理，规范对个人投资者的征税办法。加强与有关

部门的协作配合，实施零散税收源泉控管，改进了地方税种

的征收管理。强化对非居民跨国税源的管理，认真开展涉外

税务审计和反避税工作，加强对涉外企业的税收管理。加大

重点税源监管工作力度，监管户数超过2.3 万户。全面推进

纳税服务工作，创新服务手段，优化服务方式，加大咨询辅

导力度，加强办税服务厅建设，提高了为纳税人服务的水

平。规范税务代理，指导注册税务师行业协会建设，引导其

发挥积极作用。

（六）加快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强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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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规划工作。进一步明确了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总体

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积极推进包括“一个平台、两

级处理、三个覆盖、四个系统”的中国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即

金税工程（CTA IS）建设。加强信息化建设的集中统一领

导，理顺工作机制，调整完善了金税工程三期建设方案，并

组织各方面专业人才进行总体设计开发，工作进展顺利。坚

持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整合资源、

讲究实效，加强管理、保证安全，按照一体化要求，在综合

评估的基础上，加快现有信息资源的整合步伐。以推行增值

税申报纳税一窗式管理为突破口，初步实现了增值税管理系

统中六个子系统的工作联系和信息共享。推进了综合征管软

件与各省开发的应用系统的信息整合，以及总局开发的各个

单项软件之间的衔接。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子系统顺利推

开，截至7月底已覆盖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一省一市综

合征管软件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为金税工程三期核心业务

系统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全面推行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出口

退税子系统和“免、抵、退”税管理软件，提高了出口退税

电子化管理水平。

（七）继续推进税收改革。会同有关部门深入调查研究，

提出了改革出口退税机制的政策建议。根据国务院出口退税

机制改革决定，认真研究制定相关配套管理措施，实施前的

各项准备工作有序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全面推开，部分

地区取消农业特产税的改革顺利实施。车辆购置税征管人员

划转准备工作基本到位。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明确

提出了强化管理的要求，加强征收、管理、稽查等环节之间

的衔接和工作协调，进一步规范了基层税务机构设置。干部

人事制度等方面改革扎实推进，认真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条例》，大力推行竞争上岗，在全国国税系统公

开选拔副厅（司）级领导干部。一些地区结合实际，实行能

级管理，取得较好效果。

（八）加强基层工作和队伍建设。召开了全国税务系统

基层建设工作会议，按照加强“五个建设”、实现“五项目

标”的工作思路，大力推进基层建设。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

建设，对国税系统部分省局局长进行了交流调整。推进巡视

检查工作，强化了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深入开展思想政

治工作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了税务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

加强机关党建工作，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成果丰硕，涌现出张群等

一批先进典型。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对 2003～2007 年

税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进行了全面规划并积极组织实

施。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突出重

点环节、重点部位和重点人员，强化“两权”监督制约。加

强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规范银行账户，清理账外资金，推

行基建项目库管理，规范政府采购工作，加强领导干部离任

审计。开展专项治理，清理了一批超标小汽车。认真做好治

理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摊派发行报刊工作。坚持“两个务

必”，进一步完善了税务工作规则以及公务接待等方面制度，

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

同时，税收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税收科研精品战

略积极实施，后勤保障及时有力，离退休干部工作水平进一

步提高，工会、共青团、妇联和信访等各项工作也都取得了

新的进展。

今年税收工作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

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是税务系统广大干部

职工努力工作的结果。这些成绩凝聚着百万税务干部职工的

心血和汗水，确实来之不易。在此，我代表总局党组向全国

税务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关心支持税收工

作的各级领导和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税收工作

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一是有些税务干部思想观念跟不

上形势发展，缺乏开拓创新意识，工作责任心不强，主动性

不够。二是税收征管还有不少薄弱环节，对税源的控管不到

位，“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纳

税服务工作需要改进。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中资源共享度较

低，使用效益不理想。三是内部管理不够严格和规范，机制

不健全，财务等方面管理还需加强。四是税务干部队伍的整

体素质有待提高，少数税务干部廉洁自律意识不强，违法违

纪行为时有发生，部门不正之风仍不同程度存在。五是一些

干部工作作风不够扎实，艰苦奋斗、联系群众意识不强，工

作浮在表面。机关内部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够，有些工作不

落实，工作中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这

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二、明年税收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基本目标

明年是全面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的重要一年，做好税收工作意义重

大。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分析了明年经济形

势。总体上看，明年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继续趋好。国际上，

世界经济逐步回升和结构调整加快，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

但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使我国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从国内看，

经济发展内在活力增强，物质技术基础有利于支持经济增

长，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同时也

有不少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所有这

些都将对明年税收工作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国民经济继

续稳定增长，经济运行质量和企业效益进一步提高，将为税

收收入增长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预计明年进口增幅会

下降，海关代征进口税收增速将放慢；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

策尤其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税收政策，将形成较多减收；

分步实施税制改革，增加了税收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

加上今年税收收入基数较高，明年保持收入较快增长具有一

定难度。

根据上述形势，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定政

策、适度调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握全局、解决矛

盾、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和各项部署，明年税收工作

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坚持聚财为国、执法为民，大力推进依法治税，

稳步实施税收改革，全面强化税收管理，切实加强队伍建

设，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和调节

分配的作用，圆满完成各项税收工作任务，为支持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按照税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明年税收工作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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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力组织收入，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不断完善税收

制度、征管体制和内部管理机制；进一步提高税收管理水平

和干部队伍素质。根据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目标和国家财政预

算安排情况，明年全国税收收入计划初步确定为22 238亿

元，比今年预计完成数增长9.5% ，增加1 933亿元左右。分

国、地税局看，国税局收入计划15 231亿元，比今年预计完

成数增长8.6% ，增加1 210亿元；地税局收入计划7 007亿

元，比今年预计完成数增长11.5 % ，增加723亿元。

上述收入增长目标，是综合考虑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要

求确定的，既全面把握了有利条件，又充分估计到了实施东

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税收政策等方面的减收因素，是积极稳妥

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贯彻上述总体要求，实现基本目标，明年以及今后一个

时期都要在总体上牢牢把握以下几点。

（一）必须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税收工作

全国税务系统要把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新高潮不断引向深入，做到真学、真信、真懂、真用，坚持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税收工作，继续在武装思想、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狠下功夫。要全面掌握“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坚定理

想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

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切实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

政治立场，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税收工作，就是要按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坚持把聚财为国、执法

为民作为税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认真贯彻

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一步推进依法治

税，深化税收改革，强化科学管理，加强队伍建设，保持税

收收入稳定增长，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和调节分配的作

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要通过不断深入学

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树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的精神状态上取得新进步，在改造主观世界上取得新收获，

在加强党的建设上取得新成果，在武装广大税务干部头脑，

指导税收工作实践，推动税收事业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

（二）必须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全国税务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

精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做好税收工作。十六大提出必

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

心一意谋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

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

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关于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

新发展，是我国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

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税收工作是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务系统结合实际学

习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关键是要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上来，在组织收入、

制定和执行税收政策等各项工作中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

求，更好地发挥税收的作用，为“五个统筹”的大局服务。

要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精神，按照

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稳步推进城乡税

制统一。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全面落实支持西部大开

发和老工业基地振兴等税收优惠政策。按照统筹经济社会发

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

求，认真落实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强化

个人所得税征管和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推动就业、收入分配

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

策，促进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资源综合利用；逐步统一各

类企业税收制度，实行国民待遇，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

环境。

（三）必须牢牢抓住税收工作的主题

推进依法治税，深化税收改革，强化科学管理，加强队

伍建设，是税务部门必须长期抓好的四方面重点工作，也是

做好新时期税收工作这篇大文章必须牢牢抓住的主题。这四

方面工作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辩证统一。

第一，依法治税，规范行政，把握税收工作的灵魂。依

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方略和依法行政要求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

现，是税收工作的灵魂。要把依法治税贯穿税收工作的始

终，努力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

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正确处理依法治税与支

持经济发展的关系、税收执法与组织收入的关系，严格按照

法定权限与程序执行好各项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真正做到

规范执法、公正执法。

第二，深化改革，健全机制，激发税收工作的动力。税

收改革是推动税收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要坚持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适应形势发展，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途径，解决

新问题，不断深化税收改革，增强税收事业发展的动力。按

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分步实施税制

改革。大力推进征管体制改革，构建税收征管工作新格局。

深化干部人事和劳动分配等内部管理改革，营造干事创业的

良好氛围。坚持立足当前与谋划长远相结合，把改革的力度

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统筹兼顾，科学决策，稳步

推进。

第三，强化管理，优化服务，打牢税收工作的基础。强

化科学管理是做好税收工作的基础。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

法治观念、创新观念、效率观念、服务观念、责任观念，努

力实现专业化与信息化的结合，征收、管理、稽查的结合，

管理与服务的结合，“人机”结合，不断改进管理的方式方

法。加强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依靠科技手段，提高管理效

能。克服粗放式管理，实行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提高税收

工作效率。切实增强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方式，在优化服务

中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第四，以人为本，从严治队，提高税收队伍的素质。培

养和造就高素质的税务干部队伍是做好税收工作的根本保

证，也是我们税收工作本身的基本目标。要树立“人才是第

一资源”的观念，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加强队伍建设。要

以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为重点，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

要实行源头控制，标本兼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着眼于加

强对税务干部的培养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关心人、爱

护人、激励人、塑造人，促进税务干部的全面发展，充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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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税务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围绕加强对税务干部的管理

监督，严格要求，严明纪律，增强税务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不断提高税务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必须扎扎实实做好“两基”工作

“两基”就是管理基础工作和基层建设工作。二者密切

联系，相互交融。抓好“两基”是落实税收工作总体要求，

提高税收工作水平，加强队伍建设的基础和关键，也是各级

领导干部改进作风的具体体现。全国税务系统要充分认识做

好“两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增强紧迫感，围绕税收工作

的主题，大力加强基层建设，立足基层抓基础，推动税收工

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要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更新管理理

念，健全管理制度，落实管理职责，完善管理手段，培养管

理人才，建立强化管理基础的长效机制，不断夯实税收征管

和内部管理基础。深入贯彻温家宝总理对税务系统基层建设

工作的要求和全国税务系统基层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狠抓基

层领导班子建设、组织体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管理基础

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使基层税务部门真正成为政治过硬、

业务熟练、作风优良、执法公正、服务规范的坚强集体。

三、明年税收工作的主要任务

全国税务系统要按照明年税收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基本目

标，统筹安排，精心组织，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税收法制建设，强化税收执法监督

全面贯彻依法治税的要求，认真做好税收立法、执法、

考核监督工作。

加强税收立法。严格按照立法权限和程序，加快税收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完善，把税收改革和管理的成

果法制化。抓紧制定和完善与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相配

套的管理制度。根据税制改革和征管体制改革的要求，对现

行规章制度进行清理、简化和规范，对不适应工作需要和不

符合立法法规定的，要及时修订或废止。严格执行税收规范

性文件会签制度、备查备案制度以及执法程序、执法文书的

归口管理制度。推进税收行政立法的民主化，广泛听取纳税

人和社会各界对税法草案的意见与建议，提高立法质量。

规范税收执法。认真执行税收实体法，深入贯彻税收征

管法和其他程序法。加大税收执法检查力度，积极配合审

计、财政监督部门的检查工作，坚决纠正各种违规行为。进

一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权

力运行的监控考核，加大执法过错追究力度。认真落实税务

行政处罚听证和重大税务案件集体审理等制度。切实做好行

政复议与应诉工作。加强与相关部门的配合，健全司法保障

机制，完善协税护税网络。

认真学习贯彻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法将从明年7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规范政府行为的一部重要法律。要从实现执

法为民、全面推行依法行政的高度，按照国务院通知要求，

认真执行行政许可法。要进一步转变管理职能，创新管理制

度，提高依法行政水平。采取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全员培

训等形式，抓好行政许可法的学习。广大税务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要深刻领会这部法律的立法宗旨、精神实质和具体规

定。结合深化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不符合行政

许可法规定的税务行政许可，该废止的要坚决废止，该修订

的要抓紧修订，该加强管理的要加强管理。开展税务行政许

可实施情况的检查，防止出现新的管理漏洞。

继续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加大稽查力度，严厉查处非

法印制倒卖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以及利用

造假账偷逃税等案件，打击各种涉税违法活动。深入开展税

收专项检查，重点检查交通运输企业缴纳营业税及抵扣增值

税情况，实行一窗式管理以前纳税人缴纳增值税情况，“免、

抵、退”税企业，以及海关代征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废旧物

资收购发票、农副产品收购发票抵扣情况。继续与公安部门

联合开展打击制售假发票等涉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加强税收法制宣传教育。认真组织开展好第 13 个全国

税收宣传月活动，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集中进行税法

宣传普及教育。以提高税务干部法律素质为重点，以税收基

础知识和税收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推进“四五”普法教

育。广泛宣传依法诚信纳税的典型，对涉税违法犯罪大案要

案进行曝光，以案说法，教育广大纳税人，震慑不法分子。

积极办好《中国税务报》和《中国税务》等税务报刊，发挥

其税收宣传的主渠道作用。通过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不

断增强全社会税收法制观念和依法诚信纳税意识，提高税法

遵从度。

（二）稳步实施税制改革，深化征管体制和内部管理

改革

适应形势需要，立足工作实际，稳步推进各项税收改

革，为税收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分步实施税制改革。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落

实各项税制改革措施。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完善税制改革的总体

方案，制定有关税种的改革实施方案和具体征管办法，增强

可操作性。

落实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措施。要深刻认识改革出口退税

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要吃透政

策，把握要领，认真做好相关工作。加强培训和宣传解释工

作，取得出口企业对改革的支持与配合。跟踪改革实施情

况，不断完善和规范相关政策措施。

深化农村税费改革。除烟叶税目外，在全国范围内取消

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税率全国平均降低一个百分点，有条件

的地方可进一步降低税率或免征，要确保按减税比例调减到

户。据实核减因合法征占耕地而减少的农业税计税面积，确

保核减的计税面积落实到户。做好农业税灾歉减免工作，确

保减免税款落实到户。

实施增值税转型等改革。明年先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八

个行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抵扣当期新增机器设备

所含进项税金。及时总结经验，抓紧设计在全国范围内全面

实施消费型增值税的方案。要完善管理制度，防止出现新的

骗抵税款漏洞。进一步清理规范增值税优惠政策。研究调整

消费税税目，优化纳税环节。探索调整部分行业的营业税

政策。

做好所得税等税种改革的准备工作。与有关部门密切配

合，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立法

工作。在全面实施所得税改革之前，探索对计税工资等税前

扣除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模拟开展房地合一按评估值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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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推进房地产税改革试点。

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按照强化管理和优化服务的要

求，适应专业化和信息化的需要，重组税收业务，优化业务

流程，建立科学合理的岗责体系，全面推行税收征管体制改

革。按照依法、求实、效能、规范，有利于税收工作开展的

原则，规范基层税务机构设置。在规范外设机构的基础上，

根据征、管、查既合理分工又协调配合，税收征管与内部管

理工作相配套以及优化纳税服务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内部机

构设置和业务分工。认真总结改革试点经验，广泛开展调查

研究，立足实际，通盘考虑，精心设计，不断完善改革方

案，把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在征管体制改革过程

中，要建立必要的制度和机制，保持队伍稳定和工作秩序。

深化内部管理改革。全面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

大力推进干部人事、劳动分配等制度改革。牢固树立正确的

选人用人观，坚持在干事创业中考察识别干部、培养锻炼干

部、激励约束干部。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认真贯彻执行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落实群众对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要建立健全以

培养、评价、使用、流动、保障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制度体

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努力改善工作条件，拓展创业舞

台，激发创新活力。加大竞争上岗工作力度，除少数岗位

外，全面推行科、处级领导干部竞争上岗，继续开展国税系

统公开选拔副厅（司）级领导干部的工作。着眼于增强干部

的实践锻炼，加大交流轮岗力度。深化劳动分配制度改革，

完善能级管理办法。积极探索事业单位改革，加大后勤改革

力度。

（三）认真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切实加强减免税管理

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是发挥

税收职能作用的重要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国家出台的各项税

收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就是收过头税，绝不能因为担心减收

而对落实工作打折扣。

继续落实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就业

是民生之本，也是安国之策。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

优惠政策，是积极的就业政策的重要组成内容，落实好这一

政策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切实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开

展送政策活动，简化审批手续，强化部门配合，层层建立责

任制，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深

入了解分析下岗失业人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情况，有针对性

地开展工作。

积极实施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税收优惠政策。为

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

惠政策。要认真贯彻执行各项政策，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

调整改造提供有力支持。要狠抓管理，做好政策实施效果、

减免税额等统计评估和信息反馈工作。同时，继续落实好支

持西部大开发、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税收优惠政策。

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要严肃税制，禁止非法和

越权减免税，坚决制止擅自扩大政策执行范围，或不按政策

规定擅自审批减免税的行为。加强对开发区的税收管理，认

真清理一些开发区违规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各级税务机关

要坚持原则，切实履行职责，对地方越权减免税行为，要及

时上报，对隐瞒不报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认真开展减免税普查。为准确掌握税收优惠政策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和效果，明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减免

税普查，全面调查2003 年各项减免税情况。要按照职责分

工，加强协调配合，深入调查核实减免税情况，确保普查工

作取得实效。

（四）切实加强税收征管，狠抓管理基础工作

针对薄弱环节，运用科技手段，强化管理基础，不断提

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

加强各税种管理。强化流转税管理。巩固、完善和提高

增值税申报纳税一窗式管理，推行“一窗一人一机”模式，

及时处理比对中发现的各种异常问题，进一步提高管理质量

和效率。切实加强对货运发票、海关代征增值税专用缴款

书、废旧物资收购发票、农副产品收购发票等四种票的管

理，依托计算机网络加强审核比对，防止骗抵税款。国、地

税局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强化货物运输业税收管理。积极

推进税控收款机和有奖发票工作，强化以票控税，改进对小

规模纳税人和商业零售环节的增值税管理。加强对加油站税

控机管理，注意审核比对税控装置记录数据与汇总纳税企业

的申报数据，促进企业真实申报纳税。做好车购税人员划

转、接收、培训和机构设置工作，制定和实施新的车购税征

管办法，保持收入稳定较快增长。

加强所得税管理。强化企业所得税的日常监管和检查，

做好年度汇算清缴工作，实现税收收入与企业利润协调增

长。全面强化个人所得税管理，按照建立四个制度、建设一

个系统、加强三个管理的思路，加快建立个人收入档案管理

制度、代扣代缴明细账制度、纳税人与代扣代缴人向税务机

关双向申报制度、与社会各部门配合的协税制度，建设个人

所得税管理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逐步实现对个人收入的

全员全额管理、对高收入者的重点管理、对税源的源泉管

理。采取措施堵塞教育储蓄免税的漏洞，加强利息所得税

管理。

不断改进地方税种的征收管理。总结推广一些地区加强

车船使用税源泉控管的做法，积极探索资源税、印花税管理

新途径，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源资料逐步实施动

态管理。国、地税局加强协作配合，实现有关税种征管信息

资源的交流与共享。国税局按期将增值税、消费税的有关信

息传递给地税局，地税局将内部掌握的信息与国税局传递的

信息进行审核比对，强化对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的源泉

管理。

规范和加强农业税收征管。实行农业税收征收机关征

税、协税员协税的农业税征管制度，推行以定时、定点征收

为主的农业税征管方式。加强农业税收征管机构、队伍和信

息化建设。规范征管行为，严肃征管纪律，保护纳税农户的

合法权益，防止和杜绝涉税恶性案件的发生。继续加强契

税、耕地占用税征管。

切实加强涉外税收管理。加大反避税工作力度，建立反

避税基础信息库，加强对避税嫌疑大户的联查协查。改进涉

外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抓好对亏损企业的管理，建立

对跨区域经营企业的税收管理机制，探索联合审计办法。认

真执行售付汇凭证管理制度，加强对代扣代缴单位的宣传辅

导，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入库。严格执行税收协定，提高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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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税收征管水平。

抓好个体和集贸市场税收管理。巩固集贸市场专项整治

成果，继续清理漏征漏管户，各地要确定一定数量的个体大

户进行重点管理。完善个体户双定管理和建账管理以及集贸

市场分类管理等制度。全面推行个体户纳税定额公示办法，

提高个体税收管理透明度。

加强出口退税管理。要按照出口退税机制改革要求，切

实加强出口退税和免抵调库管理，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改进

工作方法，加快退税进度，大力支持外贸出口。加强“免、

抵、退”税管理，采取措施加快单证回收速度，及时办理免

抵调库，促进增值税收入稳定增长。切实加强与财政、商

务、海关、外汇等部门的合作，严格执行各项具体管理办

法。积极推进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信息审核出口退税工

作，不断提高出口退税管理水平，严密防范、严厉打击骗取

出口退税违法行为。

推进社保费征管工作。已负责征收社保费的税务机关要

进一步提高认识，完善征管制度，规范征管行为，依靠科技

手段，强化源泉管理，确保依法足额征收。加大宣传力度，

建立健全社保费征管服务体系。尚未负责征收社保费的税务

机关，要积极争取各方面支持，推进税务部门征收社保费

工作。

狠抓税收征管基础工作。税收征管工作的核心是税源管

理，也就是对各税种税基的控管。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管户与

管事的关系，落实税源管理的各项措施，切实解决“疏于管

理，淡化责任”问题。明确各类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确保

责任到人，管理到户。健全户籍档案，加强纳税人户籍管

理。落实税务登记管理办法，抓好税务登记换证工作，清理

漏征漏管户。变坐等上门为有计划地积极下户，全面深入地

掌握纳税人生产经营和纳税情况。在属地管理的基础上，对

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纳税人实行分类管理，提高管理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积极开展纳税评估工作，参照各个行业标准

及同类企业的能耗、物耗平均值等，确定分行业评估指标，

建立科学、实用的纳税评估模型，对纳税人纳税情况进行纵

向和横向比较，查找薄弱环节，堵塞征管漏洞。完善税收征

管质量考核工作。加强社会综合治税，全方位掌握税源信

息，提高税源监管能力。抓好部门间企业基础信息交换扩大

试点工作。以经济普查为契机，积极开展税源普查工作。广

泛开展税收征管基础检查，及时发现问题，采取对策措施，

提高征管基础工作水平。

加强国、地税局之间的协调配合。国、地税局都要充分

认识到加强协作配合，对于强化税收监管、优化纳税服务、

提高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切实可行的工作协调制

度，大力加强国、地税局协作配合。定期交换纳税人户籍信

息、货运发票数据、城建税税基的“两税”数据、有关税收

收入数据等。联合加强税务登记管理，协商核定个体税额，

加强税务检查协调。共同开展纳税服务工作，共建12366纳

税服务热线，联合评定纳税信用等级。共同开展税收宣传月

活动、税法普及教育和涉税事务咨询，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等

实行联合公告。

做好收入分析预测工作。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和手段，增

强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准确性。在做好总体收入分析的同

时，深入开展分税种、分行业的结构性分析。加强流转税与

工商企业销售收入及增加值、所得税与企业利润的对比分

析，为强化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完善重点税源监管体系，进

一步强化对重点企业、重点行业的税收监管，及时掌握影响

税收收入变化的重大因素，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严格缓缴税

款审批，全面开展欠税清查，大力清缴欠税。

推进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金税工程三期规划立项报告

已报国家发改委，要继续做好工作，争取早日通过审批。按

照信息化建设指导思想和一体化要求，精心设计，统筹协

调，加快推进，力争核心业务系统建设取得重要突破，个人

所得税管理系统、人事管理系统、纪检监察管理系统等单项

软件投入应用。加快信息资源整合步伐，在完成增值税管理

系统信息整合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综合征管软件与各省开发

的应用系统的信息整合，实现总局开发的各个单项软件之间

的衔接，特别是加快实现出口退税管理系统与增值税管理系

统的信息整合。以充分利用现有信息资源、提高应用系统运

行质量为重点，强化信息数据管理，提高信息应用水平。加

快信息系统安全体系建设步伐，确保系统安全运行。

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建立健全包括宣传咨询、申报纳

税、法律救济等内容的纳税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包括限时

服务、首问责任、全程服务以及文明礼貌准则在内的服务规

范和服务质量考核评价体系，提高纳税服务水平。探索将一

窗式管理理念和方法延伸到所有税种，切实方便纳税人。彻

底清理、简并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各种报表资料，建立统一的

电子税源档案库，对纳税人的所有资料实行一户式存储，实

现信息共享，方便查询，减轻纳税人负担。进一步加强税务

网站建设，规范12366纳税服务热线，发挥其在税收宣传、

咨询辅导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工作，

大力开展共铸诚信活动。加强对注册税务师行业的管理和注

册税务师执业行为的指导监督，发挥注册税务师协会的职能

作用，依法支持税务代理事业的发展。

（五）强化内部行政管理，努力提高行政效能

以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为目标，

加强机关内部政务、事务、财务等管理，保持良好工作秩

序，提高工作效率。

规范行政管理。按照机关工作规则要求，完善工作计划

制度，增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落实工作总结

制度，定期分析工作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加强值班

工作，严格落实紧急重大情况报告制度，确保上传下达，政

情畅通。健全会议制度，明确各类会议的议事内容，实行会

议计划管理，严格控制会议数量、规模和经费支出，未经批

准不得召开会议。规范公文审批程序，开展公文检查，提高

公文质量和运转效率。加强对干部培训工作的管理，杜绝各

类经营性收费办班。严肃新闻宣传纪律，严格实行宣传报道

审批制度。强化外事管理，严格执行外事规定，积极开展税

收国际交流与合作。规范科研课题管理，加强税收理论研

究。加强车辆安全管理，预防交通事故。转变职能，统筹协

调，推进内部行政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不断提高行政管

理效能。

加强财务审计工作。推进财务管理由事务型向管理型转

变。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严肃财经纪律。推进部门预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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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强化预算管理。进一步规范经费管理，经费分配要面向

征管，面向基层，切实完善基层经费最低保障线制度。加强

对基建项目的审核，推进基建项目库管理，凡未进入基建项

目库的项目，一律不得安排预算，实行基建项目责任制，签

订责任状，确保工程质量。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规范政

府采购工作，严格程序，明确范围，依法采购，加快进度，

注重效益。进一步清理银行账户，强化对其他收入的管理。

加强财务收支审计，重点审计基建项目、政府采购及预算编

制与执行情况，强化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和离任审计

工作。加强固定资产管理，防止资产流失。

认真做好信访工作。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带着

深厚感情，积极解决问题，努力化解矛盾。对群众提出的要

求，符合政策规定、具备解决条件的，要全力去落实；不符

合政策规定、不具备条件或暂时做不到的，要实事求是地给

群众讲清楚，决不能回避矛盾，敷衍塞责。要有效防止群体

性上访事件，对可能引发上访的不稳定因素，应及早研究预

案，建立快速反应机制。要建立健全基层信访工作网络和责

任制，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

层，消除在萌芽状态。

（六）大力推进基层建设，抓好干部教育管理

坚持从严治队、热情带队，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强化

管理，进一步加强基层建设，不断提高税务干部队伍的整体

素质。

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着力抓好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

设，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不断提高理论

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坚持民

主集中制原则，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不断增强创造力、凝

聚力和战斗力。继续抓好领导班子组织建设，进一步调整和

充实各级税务机关领导班子，加快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不断

优化班子的年龄、知识和专业结构，增强领导班子的整体效

能。各级税务机关的一把手要加强修养，做好表率，切实负

起责任，努力提高抓班子、带队伍的本领，以坚强的党性带

班子，以良好的作风带班子，以规范的制度带班子，以人格

的魅力带班子，以一个好班子带出一支好队伍。

积极开展全员教育培训。实施人才兴税战略，认真落实

2003～2007年全国税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按照注重

综合素质、提升岗位能力、创新培训方式、实施全员培训、

促进终身学习的要求，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大规模的干部

培训工作格局。根据不同岗位工作的需要，以税收政策法

规、征收管理、财务会计、稽查审计、信息化知识等为主要

内容，分级分类开展培训。创新教育培训方法，利用信息技

术，加快建立税务系统远程教育网络。开展岗位练兵活动，

培养一批业务能手。大力提倡在岗自学，鼓励干部职工参加

学历学位教育，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

建设，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三

会一课”制度，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为党员上党课。切

实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改进党员教

育方式方法，定期对党员的思想状况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

开展工作。积极慎重地做好党员发展工作。

全面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提高广大税务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广泛开展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加强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和管理，更好地发挥其示

范带动作用。深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进一步开展

以爱岗敬业、公正执法、诚信服务、廉洁奉公为基本内容的

税务干部职业道德教育。把思想教育与广大税务干部职工的

工作生活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发动群众开展自我教育。加强

税务文化建设，培育税务精神，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不断加强觉风廉政建设。坚持标本兼治，强化源头治

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深化反腐倡廉教育，特

别是利用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刻的警示教育，筑

牢反腐败的思想防线。进一步强化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

规范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健全廉政制度，狠抓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的落实，运用信息化手段，不断强化“两权”监督

制约。完善并推进巡视检查制度，每年按照三分之一的比

例，对下一级税务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贯彻民主集中制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及个

人廉政勤政等情况进行巡视检查。积极开展执法监察，强化

过程监控和事后监督。加大查办违法违纪案件力度，严厉惩

处腐败分子。大力纠正部门不正之风，推行阳光作业，实行

公开办税。继续做好税务报刊清理工作，禁止向纳税人强行

摊派发行报刊。认真做好行风评议工作，树立税务部门良好

形象。

四、加强领导，改进作风，确保各项工作取得

实效

明年税收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各级税

务机关要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狠抓落实，保证各项工作的

顺利开展。

（一）统一思想，增强全局观念。税收事业是党和国家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税务系统和广大税务干部要从讲

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税收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

的地位和作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

各项任务上来，自觉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和对税收工作的各项要求，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促进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要紧紧围绕这次会议提出的总体要求，认真

落实各项部署，扎扎实实做好明年各项工作。要切实加强本

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的配合，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制

约，又有协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工作合力。

坚决反对那些只顾个人、部门和局部利益，不顾全局利益，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各级国、地税局要切实增强全

局观念，按照总局要求，加强协调配合，提高税收工作整体

水平。
（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圆满

完成明年各项税收工作任务，关键在领导。各级税务机关领

导干部要以对税收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敢抓敢管，真抓实

干。要结合工作实际，把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分解到具体工

作环节、具体工作岗位、具体工作人员，确保各项工作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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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处。改进领导方式和方法，强化依法行政和科学管理意

识，依照法律规定，运用现代管理理念与管理手段，提高管

理水平。不断增强科学决策意识，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机制，

完善决策方法，规范决策程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增强服务意识，特别是

对基层提交的请示事项，要及时研究回复。落实领导干部基

层联系点制度，切实强化对基层工作的领导，加强联系沟

通，指导基层更好地开展工作。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

加强调查研究，真正掌握第一手情况，认真解决实际问题。

强化领导责任制，对领导不力影响工作的，严格实行责任

追究。

（三）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加强作风建设。各

级领导干部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切实做到为民、务

实、清廉。联系税务部门实际，为民就是要坚持聚财为国、

执法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务实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扎扎实实

地做好各项工作。清廉就是要坚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正

确行使权力，切实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坚持求真务实。做好各项税收工作，开创税收事业新局

面，必须在全国税务系统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实事求是的风

气。大力倡导勤政为民、埋头苦干，讲真话、办实事、求实

效，对问题不遮掩、不隐瞒，对成绩不浮夸、不自满。坚持

实事求是，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不提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不喊哗众取宠的空口号，不搞劳民伤财的假政绩，坚决杜绝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避免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

切实关心税务干部职工的工作和生活。群众利益无小

事。各级领导干部要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一切为

了群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要热情关心干部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切实做好离退休干部工

作，按照国家政策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关心群众绝不能

停留在口头上。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深入了解广大干部职

工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努

力为干部职工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牢记“两个务必”。广大税务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陶

冶高尚的情操，培养甘于奉献的品德，保持崇高的精神追

求。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自己做起，从小事

做起，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树立勤俭节约的好风尚，坚

决防止和制止公务活动中的奢侈浪费行为。明年是国、地税

局分设十周年，各级税务机关可以结合税收宣传月活动，搞

一些面向纳税人和社会各界宣传税收工作的活动，但禁止搞

各种庆典活动，反对铺张浪费。

（四）加强督查抓落实。要不断完善督查制度，建立健

全领导督查与职能部门督查相结合的工作机制。领导督查是

最有效的督查。各级领导干部对布置的工作，要定期进行督

查，一项一项抓落实，确保抓出结果、抓出成效，避免只布

置不落实或抓而不实。进一步加强职能部门的督查工作，切

实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作用。推进目标管理责任制，把任务

分解到岗，把责任落实到人，切实加强考核，对工作不落实

造成严重后果的，坚决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通过全方位的

督促检查，增强广大税务干部职工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使每

项工作都有落实，每个任务都有结果。加快管理创新，整合

管理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利用科技手段，简化工作程序，

精简工作环节，提高工作效率。

同志们，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税收工作任重而道远。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扎实工作，

圆满完成各项税收工作任务，努力开创税收事业新局面，为

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

积极贡献。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提供）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第二部分

  国家财政工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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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综述全 国财政工作综述

2003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突如其来的“非

典”疫情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等严峻考验，全国各级财政

部门深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

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重大决策，顽强拼

搏，扎实工作，使全国财政工作也经受住了考验并取得了新

的成绩。

2003 年，全国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中

央和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较好。全国财政收入（不含债务

收入，下同）21 715.25亿元，比上年增长 14.9% ，完成预

算的105.9% 。全国财政支出24 649.95亿元，比上年增长

11.8% ，完成预算的 104% 。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

2 934.7亿元。

中央财政收入12 483.83亿元（含地方上解收入 618.56

亿元），比上年增长13.2% ，完成预算的 104.6% 。中央财

政支出15 681.51亿元（含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

8 261.41亿元），比上年增长11.0% ，完成预算的 103.6% 。

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3 197.68亿元，与十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批准的预算赤字3 198.3亿元相比，减少6 200万元。

2003 年，中央财政债务收入6 153.53亿元，用于偿还国内外

债务本金2 952.24亿元，弥补当年财政赤字3 197.68亿元，

补充中央财政偿债基金 3.61 亿元。2003 年，中央政府性基

金收入1 035.94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1 035.94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18 111.39亿元（含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

收入8 261.41亿元），比上年增长 14.1% ，完成预算的

105.9% 。地方财政支出17 848.41亿元（含上解中央支出

618.56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完成预算的 104.3%。

地方财政收支相抵，结余和结转262.98亿元。

一、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2003年国民经济开局良好，但受“非典”疫情以及旱

涝、地震等灾害的冲击和影响，财政收入增幅一度出现了较

大下滑，由一季度的 36.7 % 下降到二季度的 20% 。面对这

种形势，全国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及时加强收入形势监

控，加大征管力度，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良性发展在财政

上得到了较好反映。财政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势头。一是

内需与外需增长强劲，带来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及进口环节

税收分别比上年增加1 058.15亿元、135.94 亿元和1 121.8

亿元。二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企业效益显著改善，企业所

得税同口径比上年增加 406.72 亿元。三是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个人所得税和车购税分别比上年增加 206.26 亿元和

119.36亿元。

2003 年中央财政总收入比预算超收543.34 亿元（已扣

除预算执行中新增出口退税838.59亿元），按照《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的有关要求，并

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车辆购置税超收的78.16亿

元按规定列收列支、专款专用；按体制规定增加对地方税收

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92.2 亿元；其

余372.98亿元，主要用于当年抗灾救灾、教育卫生科技事

业发展、支持企业改革、加强社会保障及生态环境建设等。

二、财政宏观调控和保障作用增强

为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2003 年我国

继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共发行1 400亿元建设

国债，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形势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积极调整和优化了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结构。

同时，进一步严格国债资金项目审查，加强国债资金监管，

促进了国债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此外，为稳定公职人员队

伍，刺激和扩大消费，认真落实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

资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政策。

“非典”疫情爆发后，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一手抓防治

“非典”这件大事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

的方针，财政部门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支持抗击“非

典”和克服“非典”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一是设立“非典”

防治基金，为“非典”防治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经国务院

批准，中央财政设立了 20 亿元“非典”防治基金，用于定

点医院、发热门诊和隔离观察室应急改造和急救设备购置，

向参加“非典”防治工作的一线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提供

临时性工作补助，支持建立公共卫生应急反应机制以及“非

典”的科研攻关等，特别是迅速明确了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

体中的“非典”患者提供免费救治的政策，为有效防止疫情

向农村蔓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地财政部门也积极调整财

政支出结构，努力筹集“非典”防治资金。各级财政共安排

“非典”防治资金 133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 25 亿元，

地方财政安排108亿元。针对“非典”暴露出来的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滞后的情况，中央财政又专门安排 10 亿元用于加

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各部门也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积极调

整支出结构，努力保证了本部门防治“非典”的资金需要。

二是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努力减轻“非典”疫情对经济

的负面影响。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出台

了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对疫情地区和部分困难行业在限定

时段内减免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 15 项政府性基金，

减免部分税收，以及实行贷款贴息等，帮助受“非典”冲击

较大的旅游、餐饮、民航、旅店、出租车等行业和企业尽快

克服困难，恢复生产，渡过难关。此后，为进一步支持解决

受“非典”影响较大行业和企业的困难，经报国务院批准，

又将民航和旅游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延长到 2003 年 12 月 31

日。一些地方根据“非典”疫情对本地经济的影响程度，也

采取了进一步的财税支持政策措施。落实这些政策虽然减少

了部分财政收入，但增强了人们的信心，促进了经济的恢

复，稳定了社会发展。

三、支持解决“三农”问题迈出新步伐

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财政部门多管齐下，加大对“三

农”的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一是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

点工作。在2002 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份扩大到20个的基

础上，2003 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

作，先行试点地区在“三个确保”、规范农业税征管、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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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机构和农村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村级资金和涉农收

费管理等方面，继续完善相关政策。新增改革试点的 11 个

省份，努力克服“非典”疫情影响，进一步完善改革方案，

加快实施步伐，尽快使农民从改革中得到实惠。2003 年中

央财政预算安排305亿元资金，全部落实到试点地并确保用

于支持农村税费改革，地方各省级财政及有条件的市县财政

也相应安排了一定资金支持这项改革。二是加快了取消农业

特产税试点的步伐。北京、天津、福建、广东、江苏、安

徽、四川、上海、河南等十几个省市基本取消了农业特产

税。中西部地区为此而减少的收入，中央财政给予了适当的

补助。三是推进粮食补贴方式改革试点。安徽、吉林、湖

南、湖北、河南、辽宁、内蒙古、河北等8个省区推进了粮

食补贴方式改革试点，将原来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

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四是大力支持农业抗灾救灾。积极

落实农业税灾歉减免政策，及时拨付资金支持各地防汛抗

旱。2003 年，中央财政用于支持各地抗灾救灾的资金达到

118亿元，有1.67亿人次受灾群众得到了及时救助。此外，

中央财政还积极支持农业结构调整、林业生态建设和扶贫开

发，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四、加大支持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发展力度

各级财政部门积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按照公共

财政要求，努力支持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

展。一是支持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改善人民群众生

活。在扩大再就业财税优惠政策的实施范围、延长优惠期

限，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免征 17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基

础上，中央财政又设立并安排再就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47

亿元，促进了就业和再就业目标的实现。中央财政共安排

“两个确保”补助资金 608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2 % ，主

要是执行中增加了农垦企业养老保险支出，基本保证了国有

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安排“低保”补助资金 9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 ，使2 235万城镇低收入居民得到了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补助。安排专项资金 15 亿元，支持地方解决部分企业军转

干部等生活困难问题，再次提高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二是加大对社会事业投入力度，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003 年，中央财政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事业投

入85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6.8 % ，主要是在确保各项社会

事业正常资金需求的同时，重点解决了一些社会事业发展中

的突出矛盾，相应增加了一部分支出。安排国债专项投资

20 亿元，继续支持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力争再用三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村中小学现存危房问题。积极支持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

体制改革，支持疾病信息网络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以及中西部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改革试点。加大了科技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的投入，

安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亿元、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专

项经费 8亿元、国家“863”计划专项经费45亿元、中科院

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专项经费 33 亿元，促进了一大批重大科

研成果的产生和科技事业发展。启动了送书下乡工程、全国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文化项

目，建立了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医疗保健等专项资金，促进

了文化、体育事业发展。

五、稳步推进财税改革

针对出口退税拖欠严重的问题，财政部在与有关部门反

复协商及广泛征求地方和企业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改

革建议方案。2003 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改革出

口退税机制的决策，并确定了“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

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国务院出

口退税机制改革工作座谈会召开后，各级财政、商务、国

税、海关等部门按照《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

决定》的精神，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配套制度，促进了改革正

式实施。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在巩固已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

向纵深推进。一是深化了“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外经贸

部、人事部等部门和单位的1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预算

管理，并明确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全部上缴国库或财政专

户，取消了原有的一些过渡性政策。二是规范了部门预算改

革。增加了118个事业单位按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编制部门

预算；重新修订了《中央本级基本支出预算管理办法》和

《中央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制定了《中央本级项目

库管理规定（试行）》，明确界定了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的范

围，对中央部门已安排的6 736个项目进行了清理，试行了

滚动的项目预算管理模式；同时研究推进了实物费用定额试

点工作。三是加大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力度。增加了

44个中央部门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试点，试点地区

也由2002 年的 9个扩大到21 个，增加了20 个中央部门实

施国库集中收缴制度改革试点，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是政府采购范围进一步扩大。全国政府采购规模已达到

1 659.4亿元，比上年增加 650 亿元。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

深化和财政监督工作的加强，提高了财政资金的安全性、规

范性和有效性。

六、重视解决基层财政困难问题

财政部高度重视县乡基层财政困难问题，并采取一系列

措施，努力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着力研究解决。一是进一步

落实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分享比例由 2002 年的五

五分成调为2003 年的六四分成，中央财政由此增加的收入

主要用于对地方特别是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二是增加

了调整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支农、科技教育等其他方面对

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三是各地财政部门按照国务院完善省

以下财政体制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力

度，并对如何从体制上缓解基层财政困难问题作了积极探

索。

七、强化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监督

一是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为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2003 年，财政部完成了《财政违法行为处罚条例》、《耕地

占用税暂行条例》、《彩票管理条例》等一批与财政改革和发

展密切相关的财政法规、规章的修订和制定工作，取消行政

审批项目 34 项，改变管理方式一项。同时，为适应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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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TO 新形势的需要和落实《行政许可法》要求，财政部对

从新中国成立至2001 年12月发布的现行财政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并逐一作出了鉴定，同时加强了

财政法制宣传和培训。二是加强财政监督管理。各级财政监

督机构不断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坚持财政监督与财政

管理相结合，与财政改革相结合，促进和提高了财政资金使

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尤其是全体专员办干部，充

分发扬“不畏压力，坚持原则；依法监督，严格执法；甘于

清贫，乐于奉献；立足一线，服务大局”的优良传统和工作

作风，工作又有新的起色。

2003年，财政部门还在以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完善有关制度和措施；开展国际财经交流与

合作，取得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等重大宏观政策的理

解和谅解；构建注册会计师行政监管体系，发展注册会计师

事业；推进会计改革，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研究评估行业的

新情况、新问题，加强资产评估行业管理；调整机关事业单

位人员工资，促进消费和经济发展；试编各省财政发展3 年

滚动预算，增强财政工作的预见性和计划性等。

（财政部办公厅供稿，徐璐玲执笔）

全 国税收工作综述

一、税收收入情况

2003年，全国共入库税款20 462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

业税收），比上年增收3 458亿元，增长20.3% ，税收总收入

超过20 000亿元，增收额超过3 000亿元，双双实现历史性

突破。其中，中央级税收完成13 080亿元，增收2 687亿元，

增长25.9% ；地方级税收完成7 382亿元，增收 771 亿元，

增长11.7%。

2003 年全国海关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净入库3 711.57

亿元，创造了海关税收的历史水平，比上年同期多收

1 120.95亿元，增长43.27%。其中，关税923.12亿元，增

长30.94% ，进口环节税2 788.45亿元，增长47.88% 。

（一）2003 年全国税收收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税收收入占 GD P 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占

GD P 的比重达到17.5 % ，比上年提高近1个百分点。

2.各月收入增幅差距缩小，收入均衡性增强。除 6 月

份受“非典”疫情影响较大、税收收入增幅较低外，其他月

份收入增幅都在10% 以上，有7 个月收入增幅超过20% 。

3.各税种收入普遍增长，增收以国内增值税、内资企

业所得税和海关代征进口税收为主。其中，国内增值税完成

7 341亿元，比上年增收1 066亿元，增长17% ；内资企业所

得税完成2 341亿元，比上年增收 368 亿元，增长 18.7 % ；

海关代征进口税收完成2 788.45亿元，比上年增收 899 亿

元，增长47.88% 。以上三项共增收2 333亿元，占税收增收

总额的67.5% 。

4.各地区收入全面增长，国、地税局收入增长协调。

全国省一级国、地税局71个计划考核单位中，有61 个单位

收入增幅在10% ～30% 之间。国税局组织收入14 158亿元，

比上年增收2 474亿元，增长21.2% ；地税局组织收入6 304

亿元，比上年增收934亿元，增长18.5% 。

（二）2003 年全国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1.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运行质量和企业

效益明显提高，为税收收入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2003 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17% ，相应带动国内增值税

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8 152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42.7%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

3 784亿元，增长45.2% ，相应带动企业所得税的增长。一

般贸易进口增幅高达 45.4% ，带动海关代征进口税收高速

增长。此外，国内消费税受卷烟、汽车等重点品目拉动，地

方营业税受房地产、建筑安装等重点品目拉动，车辆购置税

受汽车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拉动，收入完成情况也比较好。个

人所得税增长 17 % ，也反映出全社会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扩大了个人所得税的税源。

2.全国税务系统坚持依法治税，强化管理，应收尽收，

保证了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2003 年，各级税务机关大力

推进依法治税，切实强化税收征管，针对薄弱环节，狠抓了

优化管理业务流程和管理基础工作，积极探索精细化、科学

化管理，不断改革创新，促进了税收与经济协调增长。此

外，各地还开展了一系列税收专项检查活动，加大了整顿和

规范税收秩序力度，有力地促进了税收收入增长。

（三）海关税收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1.我国经济持续良性发展，海关进口应税货值保持高

速增长。虽然2003 年进一步下调进口关税税率，关税算术

平均税率由上年的12.0% 降为 11.0% ，但由于我国经济仍

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外贸进出口保持了高速增长，全

年进口4 128.4亿美元，同比增长 39.9% ，其中进口应税货

值1 901.50亿美元，同比增长46.5% 。进口大幅增长，抵消

了关税税率下调的影响，为海关税收增长奠定了充足的税源

基础。其中，机电产品进口应税货值 519.16 亿美元，增长

40.2% ，征收税款911.22 亿元，同比增长36.4% ；小汽车

及零部件进口应税货值 95.45 亿美元，增长 84.6% ，征收

税款437.14亿元，同比增长62.8% ；原油及成品油进口应

税货值 227.94 亿美元，增长58.1% ，征收税款 349.73 亿

元，同比增长58.0% ；钢材进口应税货值 157.33 亿美元，

增长84.9% ，征收税款281.77亿元，同比增长74.5% ；有

机化学品进口应税货值 136.48 亿美元，增长 47.7 % ，征收

税款270.32亿元，同比增长37.8%。以上 5 类主要税源商

品合计征收税款2 250.18亿元，同比增长48.5% 。

2.部分主要进口应税商品价格上升导致海关进口税收

的增长。2003 年，受伊拉克战争和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的

影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基本保持高位运行，全年进口应税

原油平均单价为217.3 美元/吨，同比上升18.6% ，原油价

格的上涨同时也带动了多项下游税源商品价格的上升，如

5—7号燃料油、对苯二甲酸、乙二醇、苯乙烯、液化丁烷等

主要税源商品进口价格升幅均在10% 以上。另外，黄大豆、

铁矿砂和氧化铝等主要税源商品进口单价也有明显的上

升。
3.全国海关坚持依法征管，加大治税力度和完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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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手段，提高了海关税收征管质量，减少了海关税收的流

失。

二、大力强化依法治税

（一）积极推进税收法制建设。认真开展以“依法诚信

纳税，共建小康社会”为主题的第 12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

动，增强了全社会依法诚信纳税意识。深入贯彻税收征管法

及其实施细则，加强法制宣传和干部培训，组织编写了培训

与考评教材，举办了各种培训班，组织了全国考试。制定配

套规章，实施了工商登记信息和税务登记信息交换与共享、

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等制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

消了16个税务行政审批项目，并切实做好后续管理工作。

认真学习行政许可法，国家税务总局机关召开干部大会进行

辅导，并组织全体干部进行了自学，还对省局局长进行了专

题辅导，同时对全系统贯彻实施工作进行了部署。深入开展

税收执法检查，全面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

（二）大力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重点对生产型出口企

业、建筑安装行业等进行了税收专项检查，查处了一批涉税

违法大案要案，严厉打击了制售假发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和骗取出口退税等涉税违法活动。2003 年，全国税务机

关共检查纳税人150.5万户，查补收入359.1亿元。

（三）全面落实各项税收政策。积极实施一系列支持防

治“非典”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力地支持了防治“非典”工

作。认真落实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2003

年累计减免税额107.12 亿元，其中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

征点减少税收49.3亿元，为各类企业和自谋职业的下岗失

业人员减免税收 57.82 亿元。减免税务登记证工本费

1 811.7万元。大力加强出口企业“免、抵、退”税管理，

切实加快出口退税进度。2003 年全国累计办理外贸企业和

生产企业出口退税1 430亿元，比上年增长92% ，为生产企

业免抵税款1 150亿元，办理免抵调库 609 亿元，比上年增

长18.2% 。退税和调库合计2 039亿元，比上年增加780 亿

元，增长61.9% ，有力地促进了外贸出口。认真落实促进

西部大开发、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税收优惠政策，有效

地发挥了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

（四）全国海关强化依法科学征管，加大综合治税力度，

税收征管质量进一步提高。一是完善税收立法，坚持依法行

政。2003 年出台了《海关关于进口货物特许权使用费估价

办法》、实施区域性关税优惠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及其签证核

查程序等。在大力完善海关税收立法的同时，加大学法、用

法的培训力度和执法的监督力度，使各级税收征管人员既重

实体，又重程序。2003 年全国海关受理纳税复议案件大幅

下降，案件维持率明显提高，说明海关执法有效率进一步提

高。二是坚持科学征管，不断开拓创新。海关总署注意发挥

各地海关的积极性，在税收大关建立了专司归类、估价、原

产地、减免税等关税业务支持体系。同时，建立健全税收监

控评估机制，优化和完善了关税分析监控系统，探索以价格

监控为龙头的税收征管量化指标和评估体系，以此指导各关

加强征管，堵塞漏洞。三是综合治税，调动各方积极性。

2003 年全国海关各部门继续加大综合治税的力度，关税部

门主动与有关部门加强合作，先后就打击价格瞒骗与调查、

侦查部门建立了联系配合办法，就提高税收执法水平问题与

法规部门建立了协调合作机制，吸收法规、统计等部门的专

家进入关税的技术委员会等，提高综合治税水平。2003 年

全年审价补税 26.8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7 % ；归类补税

5.23亿元，增长19.7 % ；加工贸易内销补税 105.80 亿元，

增长13.9% ；查获走私案件12 939起，案值 99.3 亿元，分

别增长23.0% 和51.0%。

三、稳步推进税收改革

（一）研究和实施税收制度改革。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

全会部署，2003 年，国家税务总局对今后一个时期税制改

革的总体方案进行了初步设计，为分步实施税制改革打下了

良好基础。特别是对全国5 000多户大中型出口企业的出口

及欠退税情况进行了调研，并会同财政部、商务部等有关部

门进行多次研究，向国务院提出了改革出口退税机制的政策

建议。国务院作出对出口退税机制进行改革的决定后，国家

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深入调查研究，陆续制定下

发了10多个配套文件。各级国税部门认真研究制定相关配

套管理措施，积极贯彻落实。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全面推开，

部分地区取消农业特产税的改革顺利实施。根据改革实际情

况，对农业税税率、计税土地、计税常产、农业税附加以及

农业特产税的征收品目、计税范围等进行了调整，对农业

税、农业特产税的征收管理进行了改革。根据“轻灾少减，

重灾多减，特重全免”的农业税减免原则，共核减各地农业

税任务48亿元，其中中央负担20亿元，地方负担28亿元。

（二）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在税收征管模式中明确

提出了强化管理的要求。优化和重组税收征管业务，科学设

计业务流程，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征收、管理、稽查等环节

之间的衔接和工作协调，提高了税收征管的质量、效率和为

纳税人服务的水平。按照依法、求实、效能、规范，有利于

税收工作开展的原则，进一步规范了基层税务机构设置，一

些地方撤销了不规范的外设机构，改为内设部门，并调整了

管理职能。

（三）推进内部管理改革。2003 年，税务部门认真贯彻

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坚持在干事创业

中考察识别干部、培养锻炼干部、激励约束干部。推进干部

人事制度改革，大力推行竞争上岗，除少数岗位外，全面推

行科、处级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在全国国税系统公开选拔副

厅（司）级领导干部，并认真落实群众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着眼于增强干部的实

践锻炼，加大交流轮岗力度。深化劳动分配制度改革，一些

地区结合实际，实行能级管理，取得较好效果。积极探索事

业单位改革，加大后勤改革力度。

四、全面强化税收管理

（一）扎实推进税收征管基础工作。按照科学管理的要

求，积极推行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特别是针对薄弱环节，

加强了对各税种的管理。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

2003 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推行增值税申报纳税一窗式管理，

加强票表审核比对，发挥防伪税控系统作用，强化了增值税

征管，方便了纳税人，提高了办税工作效率。国、地税局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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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配合，加强对货物运输业营业税征收和运输发票抵扣管

理，并研究实施海关代征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废旧物资收购

发票、农副产品收购发票等可抵扣凭证的管理措施。进一步

明确国、地税局的所得税征管范围，加强所得税收入分享体

制改革后的征管工作。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对210 万个高

收入重点纳税人实行建档管理，规范对个人投资者的征税办

法。针对利息税收入下降的趋势，加强调研分析工作并采取

相关对策措施。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实施零散税收

源泉控管，改进了地方税种的征收管理。强化对非居民跨国

税源的管理，认真开展涉外税务审计，建立健全反避税基础

信息库，开展全国避税嫌疑大户联查协查工作，加强对涉外

企业的税收管理。加强税务登记管理，大力清理漏征漏管

户。加大重点税源监管工作力度，监管户数超过 2.3 万户。

全面推进纳税服务工作，创新服务手段，优化服务方式，加

大咨询辅导力度，加强办税服务厅建设，规范12366 纳税服

务热线，提高为纳税人服务的水平。规范税务代理，指导注

册税务师行业协会建设，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

（二）加强税收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明确了税收管理信

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积极推进税收

管理信息系统即金税工程（CTA IS）建设。加强信息化建设

的集中统一领导，国家税务总局调整了信息化建设领导小

组，明确了信息办及相关司（局）的工作职责，理顺了工作

机制。调整完善了金税工程三期建设方案，确定了总体业务

框架和技术框架，顺利进行了总体设计开发。以推行增值税

申报纳税一窗式管理为突破口，初步实现了增值税管理系统

中六个子系统的工作联系和信息共享。推进了综合征管软件

与各省开发的应用系统的信息整合，以及与国家税务总局开

发的各个单项软件之间的衔接。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子系统

顺利推开，到2003 年 7月底已覆盖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一省一市综合征管软件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为金税工程三

期核心业务系统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全面推行口岸电子执

法系统出口退税子系统和“免、抵、退”税管理软件，提高

了出口退税电子化管理水平。提高应用系统运行质量，强化

信息数据管理，提高了信息应用水平。开展了国家税务总局

机关网络安全的评估与完善工作，启动了税务系统信息安全

体系项目建设。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供稿，黄立新执笔）

重点专题
积极发挥财政政策作 用

  不 断 壮大 国家 财政 实 力

2003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突如其来的

“非典”疫情，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实施了包括积极

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

保持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世界经济增长普

遍趋缓的不利环境下，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在此基础上，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高增幅，国家财政实

力显著增强。

一、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国家财政实力显著增

强

（一）全国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003 年，全国

实现财政收入21 715.25亿元，比上年增收2 811.61亿元，

增长 14.9% 。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财政本级收入为

11 865.27亿元，比上年增长10.5% ；地方财政本级收入为

9 849.98亿元，比上年增长20.6% （为了可比，在计算中央

和地方收入增幅时，对2002年中央和地方收入按所得税6：

4的分享比例做了口径调整）。

（二）财政收入结构进一步改善。税收收入继续保持在

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支柱地位。2003 年，全国实现税收收入

20 017.31亿元，比上年增加2 380.86亿元，增长 13.5% 。

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 92.2% ，税收收入仍然是

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但在税收收入中，所得税占税收

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1994 年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以流转

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税收体系，流转税在整个税制中一直

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税收结构。1998

年至2003 年，随着经济发展和税收制度不断完善，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年均增幅达到 23.5% ，比

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年均增幅快 10.1 个百

分点，税收收入结构也随之明显改善。2003 年，流转税占

税收收入的比重从1997 年的61.1% ，下降至51.9% ；所得

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从1997 年14.1% ，上升到20% ，

平均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

（三）“两个比重”进一步提高。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保持了自1995 年以来不断提高的趋势。1995

年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7% ，1996 年

至2002年分别为10.9% 、11.6% 、12.6% 、13.9% 、15%

和16.8% 和18% ，2003 年为18.6% ，比1995 年 10.7% 的

历史最低水平提高了7.9个百分点。

在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的比重不断提高。1997

年以前的大部分年份，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财

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从1998 年开始，中央财政收入增长速

度持续保持高于全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态势。1997 年至

2002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48.9% 、

49.5% 、51.1% 、52.2% 、52.4% 和 55% ，2003 年 为

54.6% ，比1997 年提高了5.7个百分点。

二、财政宏观调控和保障作用进一步加强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度的投资力度。

2003 年，为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

政政策，中央财政安排国债项目资金1 400亿元，其中，拨

款1 150亿元，代地方政府发债250 亿元。加上 2002 年结转

到2003 年安排的国债资金 167.72 亿元，2003 年全年可安

排的国债资金为1 567.72亿元，其中拨款1 277.77亿元，转

贷289.95亿元。

国债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向农村倾

斜，向结构调整倾斜，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科技教育和生

态环境倾斜，向抗击非典和农村公共卫生倾斜，有力地支持

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2003 年，实际下达国债基本建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设支出预算和国债转贷计划1 092.56亿元，具体安排在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278.56 亿元，主要

用于农村“六小工程”等项目建设；二是公共卫生38.86 亿

元，主要用于医疗垃圾及危险废弃物处置设施、畜禽病防疫

体系、抗“非典”设施、地方病传染病防疫设施建设等项目

建设；三是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222.49 亿元，主要用于南水

北调、西电东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骨干水利枢纽、公检

法司设施等项目建设；四是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97.95 亿

元，主要用于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重点防护林、环首都

水资源保护、污水垃圾产业化、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等项目

建设；五是西部开发 212.86 亿元，主要用于青藏铁路、西

部干线公路、西部支线机场、西部在建重大水利工程、西部

城市环保设施、易地扶贫、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等项目建

设；六是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老工业基地改造 127.6 亿

元，主要用于煤矿安全技术改造、采煤沉陷区治理、高技术

产业化、重大装备本地化等项目建设；七是科学教育 43 亿

元，主要用于高中扩招、中科院知识创新、高校基础设施等

项目建设；八是加快服务业发展扩大就业 27.6 亿元，主要

用于旅游基础设施、社区服务设施、农产品流通市场等建

设；九是其他43.64亿元，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新疆抗

震等项目建设。

国债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力

地支持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一是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

长。拉动经济增长约1.8个百分点；二是改善了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重点安排了县际公路和农村公路改造、农村沼气、

人畜饮水、节水灌溉、无电乡电力设施、草场围栏等项目建

设；三是确保了西部开发等重大项目的建设需要，促进了地

区生产力布局调整和优化；四是支持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

级、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增强了经济发展后

劲；五是支持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重点安排了退耕还林

（草）、“三河、三湖”和环渤海水污染治理、污水垃圾产业

化及环首都水资源保护等工程；六是加大了对公共卫生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入，有力地支持了抗击“非典”；七是进一步

促进了科学、教育、文化以及服务业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二）发挥收入政策的宏观调控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为扩大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中央财政除发行长期建设

国债，保持适度的投资力度外，还充分发挥收入政策调节功

能。一些收入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财政收入，但对

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政策主要包括：

1.调整出口退税率。为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机制，解

决出口欠退税问题，保持外贸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按照

“适度、稳妥、可行”的原则，对出口退税率进行了结构性

调整，适当降低了出口退税率。对国家鼓励出口的产品退税

率不降或少降，对一般性出口产品退税率适当降低，对国家

限制出口产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取消退税或多降退税率。调

整后的出口退税率为17% 、13% 、11% 、8% 和5% 等5档。

按现行出口结构，出口退税率的平均水平降低了3个百分点

左右。

2.按照入世承诺继续降低关税税率。从 2003 年 1 月 1

日起，将进口关税税率的算术平均总水平由 12% 降低至

11% ；按2002 年1～10 月一般贸易进口商品结构测算，关

税的加权平均税率由 5.84% 降低到了 5.15% ，降低了0.69

个百分点。关税税率的降低，推动了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

据海关统计，2003 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口1 835 亿美元，海关

征收进口关税及进口环节消费税、增值税 3 711 .72 亿元，

比2002 年增加1 121.8亿元，增幅为43.3% 。

3.改进和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从 2003 年起，将国有

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即企业研究开发新产

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实际发生的费用比上一年度实际发生

额增长幅度在 10 % 以上的，除按规定据实列支外，可再按

当年实际发生额的 50 % 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扩大到所

有工业企业。对外国投资者并购我国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的

股权，使境内企业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凡外国投资者

的股权比例超过 25% 的，可按现行规定享受所得税优惠待

遇。从事股权投资及转让、以及为企业提供创业投资管理、

咨询等服务的外商创业投资企业，不属于生产性企业范畴，

不享受“二免三减半”等优惠政策。

4.改进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一是对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的个人投资者以企业资金为本人、家庭成员及其相

关人员支付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消费性支出及购买汽

车、住房等财产性支出，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利润分

配，征收个人所得税；除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外的其他

企业的个人投资者发生上述消费性支出和财产性支出，以及

其从投资企业的借款在该纳税年度终了后既不归还也不用于

企业生产经营的，均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依

照“股息、利息、红利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企业的上述

支出不允许在所得税前扣除。二是对个人在营利性、非营利

性医疗机构任职取得的所得应按照“工资、薪金”所得征收

个人所得税，对医生或其他个人从事投资、承包医疗机构取

得的所得应按照生产经营所得、承包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

税。三是配合农村税费改革，对部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

的农业特产品（烟叶除外）停止征收农业特产税，改为征收

农业税，对个体户和个人专营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

捞业取得的农业特产所得继续征收农业税、牧业税，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

5.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对企业改制重组实行契税和印

花税优惠政策。对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

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

税；对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对中国电信集团、华润总公

司等大型国有企业的改组、改制和上市等给予特殊的税收优

惠政策。配合铁路运输体制改革，对铁道部所属铁路运输企

业自用的房产、土地继续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6.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对铁路建设基金实际缴纳

的营业税，由财政部按增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按季如数拨给

铁道部，全部用于铁路建设；对青藏铁路的勘察、设计及施

工企业给予减免税的政策。对二滩电站、三峡总公司等给予

税收政策支持。减征或免征了部分国债技术改造项目、民用

卫星等进口设备和物资的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7.支持金融部门化解风险，增强竞争能力。一是将金

融保险业的营业税再下调1个百分点。二是对融资租赁业给

予税收政策支持。三是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商

业银行的资产涉及的相关税收予以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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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支持教育、宣传文化和体育等事业的发展。对科普

活动和科普基地给予税收政策支持。对科研机构转制给予税

收优惠政策。对29 届奥运会组委会取得的收入、接收的捐

赠等免征相关税收。

9.支持特定行业发展。一是对部分铸锻企业、模具企

业及专业数控机床企业生产销售的商品铸锻件、模具产品、

数控机床产品分别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二是将报废汽车回

收拆解企业纳入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对其免征收增值

税。三是对中储棉总公司及其直属棉库免征企业所得税、印

花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对其取得的

财政补贴收入免征营业税。四是对进口铂金免征进口环节增

值税；对国内铂金生产企业自产自销的铂金也实行增值税即

征即退政策；对铂金首饰改为零售环节按 5% 征收消费税。

五是对国内定点企业生产的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免征生产

和流通环节增值税等。

10.促进再就业，支持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符合规定

条件的服务型企业、商贸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就业达到一

定比例的，在一定期限内减征企业所得税。对国有大中型企

业通过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分流安置本企业富余人员兴办的

经济实体，在一定时间内减免企业所得税。对下岗失业人员

从事个体经营，3 年内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11.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2003 年是实行农

村税费改革试点的第四年，也是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试点的第

一年。按照国务院确定的“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全面推

进，分类指导，巩固成果，防止反弹”的试点工作总体要

求，重点做好北京、天津、山西等11个新增全面试点省份

改革工作。截至2003 年底，全面试点的各项工作基本完成，

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减负幅度一般都在 30% 以上，基本实

现了“村村减负、户户受益”的改革要求。

（三）发挥收入分配政策的调动功能，改善居民消费心

理预期。

2003年，各级财政继续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全国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1 262.12 亿元，

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44.40 亿元，地方支出 1 117.72 亿元

（含中央补助）。主要包括：一是全国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补

贴支出（主要是养老保险基金）615.89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 ，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3.51 亿元，地方支出 602.38

亿元（含中央补助地方461 .04亿元）。中央财政支出（含补

助地方）共计 474.55 亿元，比上年增加 66.12 亿元，增长

16.19% 。二是全国财政就业补助支出 95.31 亿元，比上年

增加83.4亿元，增长了700%。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 500

万元，地方财政支出 95.16 亿元（含中央补助）。三是国有

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支出 177.05 亿元，比上年

减少30.01亿元，下降14.5 % 。其中中央本级支出23.86亿

元，地方财政支出 153.19 亿元（含中央补助地方专款

106.32亿元）。中央财政支出（含地方专款）共计 130.18

亿元，比2002年增加6 000万元，增长0.5%。国有企业下

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大部分地区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陆续出中心，截至2003 年 12 月底，中心

内下岗职工人数已由年初的 464万人减少到194 万人，全国

共有7 个地区完成并轨工作。由于并轨工作成绩较为显著，

补助支出相应减少；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妥善处理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出中心再就业有关问题的通知》，部分地

区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转作促进再就业支出，也相

应减少了支出。四是中央财政拨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76.59

亿元。五是全国国有企业关闭破产补助支出 205.36 亿元，

其中中央本级支出 30.29 亿元，地方财政支出 175.07 亿元

（含中央专款）。

2003年，各级财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155.56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72% 。其中中央财政低保补助支出 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0% 。到 2003 年末，全国低保对象已

达到2 235万人，比 2002 年增长 170 万人，基本做到应保

尽保。

2003年，全国优抚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 498.82 亿

元，其中，中央本级支出5.13 亿元，地方支出 493.69 亿元

比上年增长33.7 %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再次提高，不

同对象、类别分别提高15% ～21% 。

2003 年，国家还适当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

标准，增加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机关行政人员各职务层次

职务工资起点标准由现行的100元至850元，提高到130元

至1 150 元，其他各职务层次工资档次标准相应提高。各职

务层次人员的月增资额，最高为300 元，最低为 30 元，人

均50元。离休人员增加离休费，按同职务同条件在职人员

的增资额增加，每人每月增加不足50 元的，按 50 元增加；

退休人员增加退休费，按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

人三个类别，分别划分若干层次确定增加退休费的标准，最

低增资额为35元，高于在职人员的最低增资额30元。国家

财政因此而增加支出约160亿元。调资政策的实施，不仅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职人员收入过低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刺

激了消费，拉动了国内需求，促进了经济稳定增长。

（四）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促进经济结构不断升级。

2003 年财政支出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生产建设性支

出的比重不断下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支出比重逐

步上升。

2003 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林业、水利和气象支出以

及农业综合开发支出 1 134.86 亿元，比上年增加 32.16 亿

元。重点支持农业抗灾救灾、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

设、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

科技推广、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等。

2003 年，中央财政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确定的“科教兴国”战略，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国家财

政安排教育支出 2 937.34 亿元，比上年增加 292.36 亿元，

增长11.1% 。在加大投入的同时，中央财政逐步优化支出

结构，保证了教育重点项目建设，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

快速、均衡、协调发展。

2003 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 778.05 亿元，其中，中央本

级支出22.07 亿元，地方支出 755.98 万元。主要包括：一

是卫生支出440.87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32.7% ，其中，中

央本级支出 15.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97.8% ；地方支出

425.28亿元，比上年增长 31.1% 。二是中医支出 26.9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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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年增长5.6% ，其中，中央本级支出 1.8 亿元，比

上年增长 63.6% ；地方支出 25.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4.4%。三是药品监督管理支出 22.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1% ，其中，中央本级支出 2.6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1% ；地方支出 19.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9% 。四是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282.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

其中，中央本级支出2.07 亿元，比上年增长27.5% ；地方

支出280.02亿元，比上年增长12%。

2003年科学支出 300.79 亿元，比上年增加 30.94 亿

元，增长11.5 % 。其中，中央本级科学支出 190.99 亿元，

比上年增加 19.98 亿元，增长11.7% 。在增加国家科学支

出总量的同时，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加大了对基础研究、

高技术研究、农业科研及其他重点社会公益科研等方面的投

入力度，支持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

加大对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人均事业费投入力度，有计划、

有重点地改善科研单位工作条件，保证科技事业发展的资金

需要。

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保证了国家重点支出需要，促进

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推动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财政收入

稳定增长提供了丰富的财源。

（五）转移支付规模继续扩大，促进了各地区经济社会

的协调发展。随着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深化，

特别是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顺利实施，中央财政收入占全

国财政收入比重不断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

强，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也迅速扩大。2003 年中央对地

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总额为8 261.41亿元，扣除税收返还

3 425.27亿元和体制性补助323.75 亿元，对地方的转移支

付高达4 512.39亿元，是1997年的6.3倍。2003 年财力性

转移支付的主要项目情况是：

1.中央财政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2003 年中央因所

得税收入分享改革集中增量355 亿元，扣除用于社会保障转

移支付128亿元，加上中央预算安排资金153亿元，一般性

转移支付资金规模达到380亿元。

2.调整工资转移支付。为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从1999 年7月 1 日起增加了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工资和

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此后多次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

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至2003 年共计下达调整工资转移

支付资金901.5 亿元。其中 1999 年7 月 1 日、2001 年 1 月

1 日和2001 年10 月 1 日调整工资、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

实施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等转移支付共816.77 亿元。2003 年

7 月 1 日起调整工资转移支付为84.75亿元。

3.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从 2000 年起，中央财政决定对

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转移支付制度，用于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

特殊困难。2000 年此项转移支付为 25.5 亿元，2001 年为

33 亿元，2002年为39亿元，2003年为55亿元。

4.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2003 年我国全面推开农村

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央财政对除北京、天津、上海、江

苏、浙江、广东等经济较发达省市外的地区实施农村税费改

革转移支付，共下达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305亿元，其中

针对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补助50亿元。

（六）采取财税政策，应对“非典”突发性事件，确保

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2003 年上半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

突发“非典”疫情。财政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

下，积极应对，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对于抗

击“非典”疫情，减少“非典”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

稳定企业和居民投资和消费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1.安排防治“非典”专项资金。中央财政安排 28 亿元

设立“非典”防治基金，安排国债资金 23.6 亿元用于全国

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建设。地方各级财政共安排“非典”防治

经费108亿元。

2.“非典”疫情期间减免部分税收。对承担“非典”防

治任务的医疗单位工作在“非典”防治第一线的卫生医务工

作者依法取得的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免征个人所得税。对

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向各级政府部门、卫生部门捐赠用于

防治“非典”的现金和实物，以及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

慈善总会向“非典”防治事业的捐赠，允许在所得税前全额

扣除。对境外捐赠的直接用于“非典”防治的设备、物资等

免征关税和其他进口环节税。对受“非典”疫情影响突出的

部分行业实行税收减免及部分政府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减

免。对受“非典”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央民航和旅游企业的短

期贷款给予财政贴息。

3.调整中央部门预算支出，保证“非典”疫情防治工

作的需要。要求中央各部门合理调整预算和调整资金，压缩

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出国费。对各部门用于“非典”

防治工作支出的预算调整实行备案制度。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张 奇执笔）

财政宏 观调 控 职能和

保 障作 用不断增强

2003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突如

其来的“非典”疫情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都对财政的宏

观调控和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十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对财政经济工作提出的各项要求，加强财政管理，积

极推进财政体制创新，加大对社会公共服务的保障力度，完

善财政宏观调控，为保持经济社会良好发展势头做出了重要

贡献。

一、财政实际可支配资源增加，为增强财政保

障和调控作用提供了基础条件

（一）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壮大了国家财政实力。2003

年，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的上升通道，在经济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收入继续稳定增长，国家财政

实力显著增强。全年全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 2 万亿元，达

21 691亿元，比上年增长 14.7% 。其中，中央财政总收入

（含地方上解收入）12 465亿元，比上年增长9.6% ；地方财

政总收入18 082亿元（含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比上

年增长14.0% 。财政增收的主要特点，一是主体税种对财

政增收贡献大。2003 年，国内流转税收入增长 16.3%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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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56.7 % ，拉动财政收入增长 8.3

个百分点；进口环节税收和车辆购置税增长 23.0 % ，对财

政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18.4% ，拉动财政收入增长 2.7 个

百分点。二是东部地区的财政增收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

2003 年，东部地区税收收入占到全国税收收入的 72.9% ，

增长22.2% ，对税收收入增长贡献率达78.5% 。三是国民

经济高增长行业的税收增长突出。在2003 年各行业流转税

中，汽车、摩托车增长 50.4% ，钢坯、钢材增长 44.2% ，

煤炭增长29.0% ，建材产品增长26.9% 。随着财政收入的

快速增长，财政收入“两个比重”相应不断上升。2003 年

全国财政收入占 GD P 的比重为18.6% ，比上年提高 0.6 个

百分点，比1997 年提高 7 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

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4.6% ，基本与上年持平，比1997 年提

高5.7 个百分点。财政收入“两个比重”上升，不仅有利于

提高财政的保障程度，也表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显著

增强。

（二）国债筹资在加强财政保障和宏观调控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为了完善国债运行管理机制，进一步提高国债发

行市场化水平，财政部从 2003 年开始发行 7 年期基准期限

国债，逐步实现基准期限国债规律化发行。同时，进一步加

强国债市场建设，完善承销团制度，2003 年对银行间、交

易所市场国债承销团的成员，区分甲、乙类成员，赋予不同

的权利和义务，并引入竞争和退出机制。国债政策的公开性

和透明度也进一步提高，实现了对全年主要国债发行券种的

提前公布，保证了国债的顺利发行。2003 年共发行国债收

入6 153.5亿元，其中用于弥补中央财政收支差额3 198.2亿

元，用于归还国债本金2 831.6亿元，发行国外债务收入

120.7亿元。国债发行规模的平稳增长，对加强财政保障、

实施财政宏观调控、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为提高财政保障和宏观调控效

果提供了制度保障。2003 年，按照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改

革目标，财政部不断推进有关财政支出管理制度改革。一是

继续推进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将涉及原外经贸

部、人事部等30个部门和单位的 1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纳

入预算管理。二是不断深化部门预算改革，进一步扩大了向

全国人大报送部门预算的范围，内容也更为规范，增加了

118个中央二级事业单位进行基本支出和定员定额改革试

点。三是加大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力度，国库集中支付制

度改革中央试点部门由上年的42个扩大到82个。四是政府

采购范围进一步扩大，2003 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已超过

1 500亿元，比上年增加 500 多亿元。五是进一步加强财政

资金的监督检查，全年共查处违规违纪金额612亿元。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财政监督工作的加强，提高了财政资

金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也是发挥财政保障和调控作

用的重要制度保证。

二、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公共支出保障

水平不断提高

2003 年，全国财政支出24 608亿元，比上年增长

11.6% 。其中，中央财政总支出15 663亿元（含对地方税收

返还和补助支出8 240亿元），比上年增长 8.3% ；地方财政

总支出17 800亿元（含上解中央支出 615 亿元），比上年增

长11.8% 。同时，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在

财政支出项目安排上，凸显公共财政特征，体现了有保有

压、结构进一步优化的原则，加大对农业、社会事业、国

防、公检法司和社会保障等公共需要的保障力度。

（一）加强对农业支出需求的保障。按照统筹城乡经济

发展的要求，财政加大了对农业的有效保障程度。一是全面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2003 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范围由 20 个省份扩大到全国。中央财政为支持农村税费改

革共安排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305 亿元，省级财政及有条件的

市县财政也相应安排了部分资金支持这项改革。北京、天

津、福建、广东、江苏、安徽、四川、上海、河南等十几个

省市基本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农民平均负担减轻 30% 以上。

二是在安徽、吉林、湖南、湖北、河南、辽宁、内蒙古、河

北、江西等九个省区进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改革试点，

推动了粮食企业改革，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调动了农民种粮

积极性。三是支持农业农村抗灾救灾。2003 年，中央财政

共安排支持各地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资金 108 亿元，有

1.67 亿人次受灾群众得到了及时救助。四是积极支持农业

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农业科

技进步、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

发等投入 44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9% ，有力地支持了农

村经济的发展。五是支持生态建设。2003 年，中央财政安

排天然林保护工程经费 81 亿元，退耕还林（草）资金

252.7亿元，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资金 36.1 亿元，以及森

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10亿元。

（二）增加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2003 年，按照统筹

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财政加大了对文化、教育、科学、卫

生等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全国财政文教科学卫生支出

4 489.3亿元，比上年增加 510 亿元，增长12.8% 。中央财

政2003年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事业投入 855 亿

元，比上年增加94亿元，增长 12.4% ，重点解决了一些社

会事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安排专项投资 20 亿元，继续支

持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力争再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

解决农村中小学现存危房问题。积极支持了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省、

地、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

体系建设，以及中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加大了

科技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的投入，安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亿元、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专项经费 8 亿元、国家

“863”计划专项经费 45 亿元、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专

项经费 33 亿元，促进了一大批重大科研成果的产生和科技

事业的发展。启动了送书下乡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文化项目，建立了老运动

员、老教练员医疗保健等专项资金，促进了文化、体育事业

的发展。

（三）加大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2003 年，各级财政继

续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支持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其中，

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比上年增加 170 亿元，增长16.7% ；行

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比上年增加 93 亿元，增长11.8% ；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比上年增加120 亿元，增长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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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财政继续加大“两个确保”和“低保”工作的保障力

度。2003 年，全国财政用于“两个确保”的支出达 792.9

亿元，“低保”支出 155.6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共安排

“两个确保”补助资金 6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1 % ；安排

“低保”补助资金92亿元，比上年增长 100 % ，基本保证了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按时足额发放，2003 年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达

2 235万人，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同时，中央财政安排专项

资金支持地方解决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等生活困难问题，解决

多年遗留的农垦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属地化管理问题。

（四）加强对国家政权建设的保障。2003 年，公检法司

支出比上年增加 197 亿元，增长17.9% ；国防支出比上年

增加 190.2 亿元，增长 11.1% ；行政管理费比上年增加

253.1亿元，增长14.0% ，较好地保证了国家机构履行各项

职能的基本需要。

（五）保证国家调资政策的落实。为继续适当提高机关

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水平，国务院决定从2003 年7 月 1 日起，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月人均增资 50 元，并增加机关事业单位

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其中离休人员按同职务同条件在职人

员的增资额增加，每人每月增加不足 50 元的，按 50 元增

加；退休人员分别划分若干层次确定增加退休费的标准，最

低增资额为35元。国家财政为此增加支出 160 亿元，稳妥

落实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的

政策。各地财政部门按照国务院关于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

要求，进一步提高了基层财政的财力保障程度。地方机关事

业单位工资拖欠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拖欠国家统一政策工

资的地区和数额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减少。

三、完善财政政策. 加强财政宏观调控

（一）完善国债项目投资政策。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较

快增长，2003 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安排发

行长期建设国债1 400亿元。连续 6 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

累积效应得以不断显现，推动了社会投资加速增长，投资自

主增长机制也不断增强。2003 年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

22.9% ，增速比上年提高 6.1 个百分点；从资金来源看，

2003年预算内资金同比减少 1.5 % ，而自筹资金同比增长

39.7% ，占全部资金来源的比重达 47.5% 。全年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达55 118亿元，比上年增长26.7% ，占 G D P 的

比重达47.2%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相机抉择，适当

放慢了国债投资进度，全年实际使用国债项目资金1 092.56

亿元，累计有 475 亿元结转下年使用，既有效地缓解了投资

和经济增长的过热状况，又为下一年适当减发建设国债创造

了有利条件。同时，积极调整和优化国债资金使用的方向和

结构，重点向农村、结构调整、科技教育和生态环境建设、

抗击“非典”和农村公共卫生以及中西部地区等方面倾斜，

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其中，用于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的投资所占比重为 26 % ，用于加强公共卫生

设施建设的投资占 4% ，用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占

20 % ，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投资占 9% ，用于西部大

开发项目的投资占 19% ，用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老工

业基地改造的投资占 11 % ，用于科学教育的投资占 4% ，用

于加快服务业发展扩大就业的投资占 3% 。

（二）抗击“非典”并克服“非典”对经济发展的负面

影响。2003 年，针对突发的“非典”疫情，经国务院批准，

中央财政设立了20 亿元的“非典”防治基金，各地财政部

门也积极筹集“非典”防治资金，为夺取抗击“非典”斗争

阶段性重大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2003 年，各级财政共安

排防治“非典”资金 136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 28 亿

元，地方财政安排 108亿元；下半年又从中央超收收入中安

排资金10 亿元，用于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同时，为尽

可能减轻“非典”疫情对部分行业和地区的负面影响，促进

经济恢复和稳定增长，财政部及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优惠政

策和措施，制定了多项涉及“非典”防治、鼓励捐赠及对部

分地区和行业实行临时减免税的扶持政策，对疫情地区和部

分困难行业在限定时段内减免 18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15 项

政府性基金，以及实行短期贷款贴息等，有效地缓解了“非

典”对旅游、餐饮、民航、旅店、出租车等行业的影响。财

政对抗击“非典”的有效支持，保障了疫情的迅速控制，保

护了公众的身体健康，维护了企业的正常生产，促进了经济

和社会协调发展。

（三）大力支持就业和再就业工作。针对城镇登记失业

率不断上升，就业矛盾比较突出的状况，财政加大了宏观调

控力度，努力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一是认真落实各项就

业优惠政策。按照2003 年 8 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

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关于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的要求，财政

部会同有关部门扩大了再就业财税优惠政策的实施范围，延

长了优惠期限。各地财政部门认真按照中央规定对下岗失业

人员再就业免征有关税收和 17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同时还

对本地区以前出台的相关收费政策进行了清理和整顿。二是

加大就业和再就业投入力度。2003 年，中央财政在继续安

排地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资金100亿元的

基础上，又增加再就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47 亿元，全年地

方各级财政就业补助支出达 95.3 亿元，一些地区基本实现

了再就业资金投入制度化。三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并轨工作。

财政部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明确了各地可将下岗职工基本

生活保障结余资金，调整用于帮助国有困难企业支付下岗职

工解除劳动关系所需经济补偿金的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下岗

失业人员再就业。这些调控措施促进了就业和再就业目标的

顺利完成，2003 年底全国领取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

员中有 440 万人实现了再就业。

（四）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的调节。按照统筹

区域发展的要求，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注重向中西

部地区倾斜，促进各地公共服务均等化。2003 年，中央对

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达8 687.4亿元，比上年增长

18.2 % 。由于增加了对地方的调整工资转移支付支出（2003

年为902亿元）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支出（2003 年为

305亿元），使得2003 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支出达4 489

亿元，大大高于同期对“两税”的返还支出2 528亿元。其

中，中央财政用于地方的财力性转移支付1 912亿元，比上

年增长17.9% ；社会保障、农业、科技、教育、卫生、扶

贫等专项转移支付2 577亿元，比上年增长7.3 % 。转移支付

资金安排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2003 年中央对地方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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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转移支付中，西部地区所占比例达 45.3% ；在中央对

地方的调整工资转移支付中，西部地区占到 45.7% 。同时，

安排西部地区“两个确保”和“低保”支出 224.3 亿元，建

立西部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贫困农民家庭医疗救助补助

1.7亿元，占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23.1% 。

（五）注重发挥税收政策的调控作用。一是为了促进外

贸体制改革，保持外贸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出口退税率

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对国家鼓励出口的产品退税率不降或少

降，对一般性出口产品退税率适当降低，对限制出口产品和

一些资源性产品取消退税或多降退税率，出口退税率平均降

低3个百分点左右。二是按照入世承诺继续降低关税税率，

从2003 年1 月 1 日起，将进口关税的算术平均总水平由

12% 降低至11% 。三是大力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实施提高

国有工业企业研发能力的相关政策，即从 2003 年起，企业

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实际发生的费用比上年实

际发生额增幅在 10% 以上的，除按规定据实列支外，可再

按当年发生额的 50% 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并将这一政

策扩大到所有国有企业。四是在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工作中，对部分试点地区停止征收农业特产税（烟叶除外），

改为征收农业税，对个体户和个人专营种植、养殖、饲养、

捕捞业取得的农业特产所得不再征收个人所得税。五是制定

有关优惠政策，支持国有企业改革，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建

设，支持金融部门化解风险，支持教育、宣传文化和体育等

事业以及特定行业的发展。六是继续清理“三乱”，规范收

入分配秩序，2003 年取消不合理和不合法收费项目 65 项，

减轻社会负担150 亿元。这些税费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

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财政部综合司供稿，汪义达、马拴友执笔）

财政支持解决

“三农” 问题迈出新步伐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发展”的要求。国家财政牢固树立

这一科学的发展观，针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农村发展

的实际，从城乡协调、社会经济协调、人与自然协调、地区

协调的大局、全局出发，坚持以人为本，不断调整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努力实现公共财政资源在城乡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合理配置。加大支持力度，在支持解决“三

农”（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上迈出新步伐。

一、转变思想观念，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逐

步照耀到农村

长期以来，国家财政资源分配一直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城

市偏向，支持农业农村始终坚持的原则是“自力更生为主、

国家支援为辅”。尽管最近几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无论

是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还是在财政资源分配上，城市偏向

并没有彻底的改观。解决“三农”问题是本届政府主要施政

目标之一，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耀到农村，要从

根本上改变过去财政支农单纯支持农业，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去办的传统观念，从财政分配实际工作上

打破财政资源配置的城乡“二元”格局，体现科学发展观在

财政工作中的贯彻落实。这无论是对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框

架，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国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为

此，中央财政一是在公共财政资源配置上统筹考虑城乡发

展，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了对“三农”

的支持力度，逐步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实现城乡居民均等

享受公共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承担均等的税收

义务。二是在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上统筹考虑农业农民农

村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要促进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业现

代化建设，特别是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的现代化生产经营

和有效供给，而且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的稳

定增长；同时全面落实新增教育、卫生、文化支出主要用于

农村的政策，通过支出增量调整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大

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把农村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逐步纳入公共财政的支

出范围，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二、积极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加大财政

支持“三农”的力度

2003年是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第一年，也是

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关键一年。适应国民经济社会发

展和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形势，国家财政紧紧围绕促

进农民增加收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深化农村全面改革三

大任务，调整支出结构，增加财政支农投入，积极探索新的

支农方式，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 年，中央财政

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转移支付资金305亿元，比上年增加

60亿元，省级财政及有条件的市县财政也相应安排了部分

资金，把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由2002 年的 20 个省份扩大到

了全国。农民平均负担减轻30% 以上。北京、福建、广东、

江苏、浙江、安徽、四川、河南、上海、天津等省（直辖

市）基本取消了农业特产税。通过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

点，政策措施逐步完善，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农村经济关系

逐步理顺，为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积极推进粮食补贴方式改革试点。根据国务院指

示，2003 年，安徽、吉林、湖南、湖北、河南、辽宁、内

蒙、河北、江西等9省区进行了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的

试点，将原来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

接补贴，并根据各地实际积极探索多种有效实施方式。直接

补贴改革试点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加快了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推动了粮食企业改革，促进了

粮食市场化进程。

（三）继续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003 年，国家

财政继续安排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和国债资金646亿元，重

点支持农作物种子工程、畜禽水产良种工程、动植物保护工

程、草原建设工程等，支持林业生态建设和大江大河治理，

加快农村电网改造，实现城乡统一电价，支持农村“六小工

程”建设，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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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进粮食稳定生产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一是

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中央财政 2003 年用于农业综合开

发的支出增加8 亿元，总规模达81 亿元，重点解决开发面

铺得过宽问题，集中资金向农业主产区中低产田改造和基础

设施建设倾斜。二是扩大良种推广补贴规模和范围。中央财

政安排3亿元良种补贴资金，比 2002 年增加了 2 亿元。其

中2 亿元用于东北大豆主产区推广大豆良种2 000万亩，1亿

元用于河南、山东、河北等小麦主产区推广小麦良种1 000

万亩。同时，制定下发了管理办法，要求补贴标准、补贴面

积、补贴良种品种数量等公开到村到户，确保农民直接受

益。三是支持农民科技培训。中央财政安排农民培训资金

5 000万元，在开展农业科技培训的同时，进行农民非农技

能培训的试点。到2003年底共安排农民培训资金2.5亿元，

累计培训青年农民220万人。四是支持农业科技推广和成果

转化。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 3.75 亿元，支持农业先进实

用新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五是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中

央财政继续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全国选

定140个农业产业化基地和龙头企业项目进行支持。六是开

展财政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试点。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试点经费2 000万元。选择了 100 个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支持试点，探索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的政策措施。七是支持渔民转产转业。为进一步妥善解决

中日、中韩及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生效后我国渔业发展面临

的新问题，中央财政继续安排渔民渔业转产资金 2.7 亿元，

支持福建、浙江等省渔民进行转产。

（五）支持抗灾救灾。2003 年，我国洪涝灾害和动物病

虫害比较严重，国家财政根据灾害发生的实际情况，及时拨

付资金支持各地抗灾救灾，恢复生产生活。中央财政用于特

大防汛抗旱和动植物疫情防治等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31.5 亿

元，比上年增长 43% ；用于旱涝和地震等自然灾害救济补

助费 40.5 亿元，比上年增长62% 。此外，中央财政还提前

落实了蓄滞洪运用补偿政策，拨付蓄滞洪运用补偿资金 4.3

亿元左右，提前 1 个半月落实农业税灾歉减免政策资金，共

减免农业税48亿元，比2002 年增长65% 。其中，中央财政

拨付农业税灾歉减免补助资金20亿元，比上年增长1倍。

（六）支持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2003 年，中央财政

共投入380 亿元，继续支持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其中天

保工程投入 81亿元、退耕还林工程投入 253 亿元、京津风

沙源治理工程投入36亿元、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试点投入 10

亿元。通过加大投入，加快了林业生态建设步伐，改善了生

态环境，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七）落实新增教育、文化、卫生支出主要用于农村的

政策。积极开展调查，认真研究落实中央关于“新增教育、

卫生、文化支出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用于农村基础教育

和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有较大增加。主要是实施“贫困地区

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农村义务教育

一费制”、“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等。

（八）加大支持农村扶贫开发的力度。2003 年，中央财

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 114 亿元，其中补助地方扶贫资金

105.9亿元，比上年增加8亿元，增长8.17 % ；用于国有贫

困农场和国有贫困林场扶贫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扶贫

贷款贴息等 8亿元，与上年持平。在财政扶贫资金分配上，

东、中、西部扶贫资金分配比例分别为 2.3% 、33.5 % 、

64.2% ，体现了中央提出的扶贫资金向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倾

斜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贫困地区农民增收。与此同时，为

了提高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和扶贫开发成效，财政部会同

有关部门，在全国选择5 个县开展综合科技扶贫试点，集中

资金，组合各方面的科技力量，支持扶贫工作重点县发展农

业生产和经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还在全国 5 个省各选一

个既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又是退耕还林工程县，开展扶

贫与退耕还林相结合试点，积极探索既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又能促进退耕还林地区农民致富、稳定发展的新途径。

三、调整支农方式，创新支农机制

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现有经济发展

水平和财力情况下，资金供求矛盾突出也将长期存在，国家

财政不仅承担着支持保护“三农”的责任，而且要创造条件

和环境，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通过切合实际的支农方

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各方面的资金投入“三农”。近

年来，国家财政在创新支农方式和支农机制方面一直在进行

积极的、有益的探索。一是把财政支农支出政策和农业农村

税收政策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在“三农”发展的重点领

域，逐步做到财政支持和税收调节的一致性。二是改革和完

善财政支农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经过几年的探索，

财政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退耕还

林中的直接补贴，即对长江、黄河流域实施退耕还林的农民

每退耕一亩耕地补助 300 斤或 200 斤粮食、50 元种苗费、

20元现金；第二种是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即从现有

补贴流通环节的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一部分直接补贴种粮农

民；第三种是良种推广补贴，即对农业生产者使用优良品种

给予适当的补贴。直接补贴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欧美国家

为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稳定提高农民收入的通常做法，尽管

我国财政用于直接补贴农民的支出占财政支持“三农”支出

的比重还比较低，但发挥的作用非常明显，为进一步提高财

政支农效益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三是充分利用贴息、税收等

手段和投资参股方式，支持生产经营者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融

资。如，一些地方对用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产

品加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资金进行适当整合，减

少直接补助的比重，逐步改为贴息的方式，支持农产品加工

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利用市场的力量进行融资扩张；

再如，农业综合开发通过资本运营和投资参股试点等，这些

工作为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四是增强财政支农政策的透明度。近年来，一些财政支

农项目采取专家评审、公示制度等，对增强财政支农工作透

明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 2003 年，通过公示制度，

确保了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资金及时安全地补到受灾农户手

中。
（财政部农业司供稿，张岩松、吴文智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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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 财政投入力度

  积极 解 决困难群众

生产 生活问题

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是各级

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几年特别是 2003 年，各级财政部

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要求，不断深化财政

改革，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强资金管理，较好地保障了城

乡困难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一、加大再就业工作力度，支持促进下岗失业

人员再就业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支持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是

缓解我国就业矛盾，保障困难群众生活的重要措施。为做好

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党中央、国务院于2002 年 9 月

召开了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会后，下发了《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有

关部门还据此制定了 8 个配套文件。为推动地方加快贯彻

2002 年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及相关文件精神，减轻“非典”

对再就业工作的影响，2003 年 8 月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召

开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并下发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

结合本地实际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至

此，在我国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再就业政策体系。

按照中央的部署，2003 年各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优惠政策。经国务

院同意，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将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由服务型

企业放宽到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

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同时延长了再就业优惠政策的

实施期限。另外规定有条件的地区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可对

就业困难的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采取适当的扶持政策。截

至2003 年底，全国 31 个省份及其所有地市都结合本地实际

出台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二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2003

年9月，财政部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了《关于妥善处

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出中心再就业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

规定，2005 年以前各级财政原来安排用于下岗职工基本生

活保障的资金规模不减；各地在确保稳定和促进再就业的前

提下，可以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结余部分，调整

用于对国有困难企业与下岗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所需经济补偿

金的补助。同时，全年中央财政新安排了再就业专项转移支

付资金47 亿元，地方财政也安排了大量资金，一些地区还

将再就业资金投入制度化。三是认真落实税费减免政策。各

地除按中央规定免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有关税收和 17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外，对以前出台的相关收费政策也进行了

清理和整顿，如吉林省免征 16项、湖北省免征39项、江西

省免征 4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四是加强督查。根据国务院

的统一部署，财政部与有关部门积极开展督查工作，地方各

级财政部门也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开展自查和督查，有力地推

进了各地再就业工作的开展。截至 2003 年底，全国领取再

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中有440 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其

中“4050”人员 120万人。

二、积极筹措资金，做好“两个确保”和低保

工作

从1998 年开始，为全面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

改革，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两个确保”的战略方针，即

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确保国有企业下

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按时足额发放。1999 年，国务院颁布实

施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要求各地建立起规范

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所有的城镇贫困人群。

近几年，“两个确保”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

“低保”）始终是各级政府社会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

年，各级财政努力调整支出结构，不断加大对“两个确保”

和低保的资金支持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

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目标的实

现，保证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基本生活。

（一）继续做好“两个确保”。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

“两个确保”方面的支出达 608 亿元，比上年增长13.1% ，

其中，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支出 478亿元，比

上年增长17.1% 。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中央财政对地方

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继续采取“年初一次下达指标、按季

拨付资金、年中跟踪检查、年底考核评价”的办法，在此基

础上切实强化省级财政责任，促使地方进一步加强基本养老

保险基础管理工作及加大地方财政调整支出结构力度。为做

好农垦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工作，财政部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农垦企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抓紧落实农垦企业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函》等文件，规定从 2003 年 7 月 1 日

起将农垦企业纳入当地基本养老保险范围，要求各地加快工

作进度，做好基础工作，尽快出台具体实施方案，保证农垦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为支持地方进一步

做好此项工作，中央财政下达养老保险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7.3 亿元，对困难地区农垦企业参保后增加的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缺口和中央垦区基金缺口给予补助。在国有企业下岗职

工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各级财政部门在继续做好下岗职工基

本生活保障的同时，积极推进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

保险并轨工作。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财政部会同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积极研究调整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使用方

向的政策，经国务院同意，出台了《关于妥善处理国有企业

下岗职工出中心再就业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企业新的裁

员不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可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

金结余部分，调整用于经济补偿金补助。

（二）巩固“低保”成果。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低

保”补助支出 92亿元，比上年增长一倍，地方财政安排64

亿元。为了使“低保”资金的分配更加科学合理，中央财政

坚持按因素法分配资金，在充分考虑各地“低保”资金投入

和“低保”工作实际任务量的基础上，又新设定了均等化控

制条件，以兼顾地区间的平衡。同时，注意跟踪“低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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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变化情况，着手研究建立“低保”与再就业联动机制。截

至2003年底，全国“低保”对象达到2 235万人，基本做到

应保尽保。

三、支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贫困农民家

庭医疗救助制度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广

大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2003 年，各级财政部门积极推动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一是制定有关配套政策。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精神，财政部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对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目标和原则、组织管理、筹资标准、资

金管理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财政部还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了《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决定从 2004 年在全国

范围开始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对农村“五保户”和贫困

农民家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大病费用给予一定补助。

二是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各省份都选择了若干县市

进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截至 2003 年年底，全国

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了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

（市）。地方财政部门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基金筹

集和管理等方面也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三是及时拨付农

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2003 年 8 月，财政部与卫生部制发

了《关于中央财政资助中西部地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补助资金拨付有关问题的通知》，就各地申请中央财

政补助资金的程序和对补助资金的监督检查作了具体规定。

2003 年，中央财政拨付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 3.7 亿元，

地方各级财政也安排了相应的补助资金。

四、做好救灾救济和优抚安置工作

（一）规范救灾资金管理，确保灾民基本生活和尽快恢

复生产。2003 年，我国自然灾害重于常年，给灾区群众生

活造成很大影响。淮河、渭河、汉江上游以及黄河流域发生

了较为严重的洪涝灾害；地震明显趋于活跃，其中新疆巴楚

- 伽师、青海德令哈、云南大姚、内蒙古赤峰等地震级较

高，损失较大；华北、东北和西南部分省份发生较大范围春

旱；部分地区遭受台风、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为及时

解决受灾地区灾民生活困难问题，确保灾区恢复生产和重建

工作有序进行，2003 年中央财政用于洪涝、干旱、地震等

救灾救济支出 80.3亿元，比上年增长63.9% ，用于灾后重

建的中央投资为 27.9 亿元。为加强救灾资金的管理，财政

部门积极支持完善实物救助机制，建立救灾物资储备制度，

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政府采购、财政直接支付方式购置中央级

储备救灾帐篷。为支持防汛抗旱工作，财政部根据灾害的突

发性特点，探索建立了财政支持防汛抗旱救灾应急机制，主

要包括：人员保证，信息畅通，部门协同，预案及时。为落

实好农业税灾歉减免政策，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经过反复

研究、测算和协商，在2003 年 10 月 15 日前将农业税灾歉

减免指标分配下达到各省，比以往提前了一个半月。2003

年，全国农业税灾歉减免4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20 亿

元。同时，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加强了对救灾资金的专项检

查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

（二）调整抚恤政策，保障优抚对象生活待遇的落实。

优抚工作是国家和社会依法对以军人及其家属为主体的优抚

对象实行物质照顾和精神抚慰的一项特殊社会工作，是我国

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中央有关部门及时提高了优抚对象的抚恤标准，以使优

抚对象分享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2003 年，财

政部会同民政部下发了《关于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

准的通知》，从2003 年 7月 1 日起，中央财政提高了革命伤

残军人、在乡红军老战士和烈士、牺牲、病故军人家属的抚

恤补助标准，平均增幅为 15% ，增支 2 亿元，体现了党和

国家对革命功臣的关心和照顾。中央财政还进一步规范抚恤

补助经费分配，按优抚对象人数和补助标准据实分配补助资

金，并委托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优抚对象人

数和抚恤补助资金发放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三）做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

2003 年，国务院下发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管理办法》，将强制性收容遣送改为关爱性救助管理，建

立了以自愿受助、无偿救助为原则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财

政部会同民政部、中编办下发了《关于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有关机构编制和经费问题的通

知》，要求各级地方财政、民政部门和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明

确职责，保障经费，积极采取措施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流浪乞

讨人员给予及时救助。各级财政部门积极配合民政部门采取

有效措施改革现行收容制度，并及时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

乞讨人员给予救助。截至 2003 年底，全国已建立救助站

931个，救助 17.7 万人次，地方各级财政安排资金 4.1 亿

元。

五、支持农村扶贫开发，开展财政扶贫创新

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针对我国农村仍然有1 亿多人口没有

解决温饱问题的状况，国家启动了扶贫攻坚计划，并逐步形

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扶贫

开发机制。扶贫开发计划实施后，中央财政设立了专项扶贫

资金，集中用于补助国家扶贫重点县，资金数额逐年大幅度

增加。到 2003 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扶贫资金已达到

114亿元，比2002 年增加 8 亿元，增长 7.55% ，其中中央

补助地方扶贫资金 105.9 亿元，比 2002 年增加了 8 亿元，

增长了8.17% 。在资金分配与拨付上，2003 年中央财政分

配给东、中、西部省区的资金比例为 2.3% 、33.5 % 、

64.2% ，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扶贫资金向中西部特

别是西部倾斜的政策。同时，中央财政努力加强扶贫资金的

管理和监督，参与《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

根据新阶段扶贫工作的需要，组织修订《财政扶贫资金管理

办法》。

根据《国家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提出的目

标要求，在增加财政扶贫资金投入的同时，2003 年中央财

政开展了财政扶贫机制创新工作。一是组织并完成了世行赠

款项目“加强中国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研究工作，形成了

《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和财政扶贫资金监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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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框架》，并组织了全国培训。二是继续在陕西、甘肃、

四川、云南、湖北等五省选择了有退耕还林任务的五个扶贫

开发重点县，进行“扶贫开发与退耕还林（草）相结合”的

试点工作，为新阶段财政扶贫工作探索了新路子。三是支持

并扩大“科技扶贫综合试点”。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在河南、

陕西、甘肃、重庆、黑龙江五省（市）各选择一个县进行科

技扶贫综合试点，旨在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和支持方式，支持

贫困地区走生产与生态建设兼顾、综合治理、整体推进的发

展路子。四是正式启动“财政扶贫资金监管信息系统”建

设，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

六、加大基础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优先发

展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针对新世纪

国内经济飞速发展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现状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2003 年 9 月，国务院召开农村教育工作会议，通

过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工作决定》，要

求落实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加大投入，

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尤其是明确各级政府保障农村义务教育

投入的责任，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学职工工资发放，校舍维

修改造和公用经费的保障机制。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精神，会议还进一步强调今

后国家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为落实好会议精神，

财政部会同教育部及时下发了《关于尽快制定上报农村中小

学生均公用经费、杂费标准以及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

准的通知》，对各地公用经费开支范围、公用经费和杂费标

准、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制定工作做了具体要

求，促使地方初步建立起了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保障机制，

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2003 年，中央财政立足改善办学条件，进一步加大了

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一是继续实施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

工程。按照2003 年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

中央财政积极参与制定了二期危改工程实施方案，决定从

2003 年至2005 年继续实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中央在三

年内安排60 亿元资金，其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

部、教育部分别安排 20 亿元，再改造 400 万平方米的中小

学严重危房。2003 年，中央陆续下拨 20 亿元国债资金，二

期危改工程全面启动。二是实施教育救灾，充分体现中央对

灾区学校师生的关怀。2003 年，中央财政首批下拨 1.5 亿

元教育救灾专项资金，下达到有关受灾省区的 85 个灾情严

重、经济困难的县，重点补助了 500 多所受灾农村中小学，

用于维修改造灾损校舍，添置有关教学仪器设备，帮助受灾

地区中小学校尽快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同时，从中央教育

费附加资金中安排2 000万元，用于陕西、甘肃的洪涝、地

震灾区中小学重建。三是扩大免费教科书覆盖范围，加大贫

困学生资助力度。按照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

神，财政部研究制定了《免费教科书管理暂行办法》，中央

财政免费教科书专项资金总额增加到 4亿元，扩大范围后享

受免费教科书的中小学生总人数达 770 万人，其中小学生

391万人，初中生377 万人，特教生 2.7 万人，覆盖总数已

经占中西部农村家庭贫困中小学生总数的 32 % 。四是积极

做好西部“两基”攻坚工程开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启动农

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扩大中央职教专款的支持范

围，并继续支持“义教工程”、中小学布局调整、寄宿制学

校改造、改善边境地区中小学办学条件等各项工作，收到了

良好效果。

七、做好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工作，妥善解决关

闭破产企业职工生活困难

让符合条件的资源枯竭矿山和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尽快

退出市场，是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一项重要内容。近

几年来，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大批符合

条件的资源枯竭矿山和大中型亏损国有企业实施关闭破产，

职工得到妥善安置。但在实施过程中，涉及社会保障方面仍

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反应比较强

烈的问题，如：规定的医疗保险费与地方规定不衔接、与实

际需求差距较大；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公用设施移交困难；拖

欠职工的工资得不到妥善解决；矿山企业破产后遗留的环境

整治问题等。为妥善解决上述问题，2003 年财政部会同有

关部门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

法。根据财政部及有关部门的意见，2003 年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解决国有困难企业和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基本生

活问题若干意见的通知》，重点对三项政策进行了调整完善：

将原来按照企业在职职工年工资总额6% 计算5 年的离退休

人员基本医疗保险费调整为按 10 年计算；明确了母公司整

体关闭破产或者子公司关闭破产而母公司亏损严重的关闭破

产企业，拖欠的职工工资由中央财政给予统一解决；将计算

破产清算期间职工生活费的期限，由 3 个月延长到 6 个月

等。与此同时，中央财政继续加大企业关闭破产补助力度，

共拨付中央下放地方管理的煤炭、有色金属、军工及部分中

央企业等关闭破产补助资金 170 亿元，涉及企业 96 户，安

置职工 45.6万人。为解决破产企业职工异地搬迁问题，中

央财政还拨付了 4.44 亿元异地搬迁补助费，使云南东川矿

务局、贵州赫章铅锌矿、新疆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克拉玛

依金矿和阿勒泰矿等5户企业共1.4万户职工家庭得到了安置。

此外，在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过程中，财政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积极研究探索减免农业税后农村五保户供养经费来

源渠道及具体保障措施。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供稿，徐 刚执笔）

积极推进出口退税改革

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是国际通行做法。为了适应改革开

放的需要，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从 1985 年开

始对部分出口产品实行出口退税政策，1994 年在国家实行

税制改革，全面推行增值税、消费税后，出口退税得以全面

施行。1998 年以来，为应对亚洲金融风波，鼓励扩大出口，

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促使我国

外贸出口摆脱困境，但随之也产生了出口欠退税问题，2000

年开始发生欠退税 988 亿元，到 2002 年底已累计欠退税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 477亿元。

大量拖欠出口退税，不仅影响到我国外贸出口和企业发

展，而且给中央财政运行带来隐患，有损于政府的形象和信

誉，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国务院十分重视

解决出口欠退税问题，将“积极解决出口欠退税问题，推进

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列入了《国务院2003年工作要点》。

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财政部会同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职能部门，认真分

析了我国出口退税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提出了解决问

题的方案。

出口欠退税之所以越欠越多，从表面上看，是中央财政

安排的出口退税资金不能满足出口贸易增长的需要，但从深

层次分析，问题出在现行出口退税机制上。一是出口应退税

额的增长大大高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近年来，由于国家

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平均出口退税率由 1998 年的 9.3 %

提高到 1999 年的 15.1% ，1999 年出口应退税额为 837 亿

元，2002 年达到2 119亿元，年均增长36.3% 。而同期中央

财政收入年均增幅为 21.1% ，扣除所得税分享改革因素按

可比口径计算增幅只有 18.2 % 。二是我国税制以流转税为

主（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以所得税为主），加上财政收入

占 GD P 的比重较低，如 2002 年我国财政收入占 GD P 的比

重为18.5% ，而国际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为 25% 左右，

财政承担出口退税的能力相对较弱。三是出口退税结构不适

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要求。四是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

负担，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参与出口退税管理、防范和打击

出口骗税的积极性，出口骗税现象严重。

为了研究制定稳妥可行的改革方案，财政部部长金人庆

亲自带队到江苏等地召开座谈会，听取情况，与地方和有关

部门的同志共同分析问题，交换意见。同时，财政部副部长

楼继伟也多次与有关职能部门、行业协会以及一些出口企业

进行座谈，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

2003 年7月 10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分析上半年

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做好出

口退税工作，完善出口退税机制，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妥善

解决出口退税拖欠问题，促进外贸发展”。改革完善出口退

税机制已是势在必行。

这次会议之后，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已成为财政部工作的

重中之重。通过多方面的论证、探讨、修改、补充、完善，

最终形成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即：“新账不欠，

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适当调整出口退税率的结构。采取“适度、稳妥、

可行”的原则，区别不同产品调整出口退税率，对国家鼓励

出口的产品退税率不降或少降，对一般性出口产品退税率适

当降低，对国家限制出口的产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多降退税

率或取消出口退税。调整出口退税率的方案在制定过程中，

充分听取了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以及部分企业的意见，

将出口退税率平均下调3个百分点左右。

二是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的支持力度。从 2003 年

起中央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增量首先用于增加出口

退税，以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的支持力度。2003 年进

口环节“两税”收入增长比年初预算超收的部分全部用于增

加出口退税指标。今后进口环节“两税”超收部分，首先用

于出口退税。

三是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从

2004年起，以2003 年出口退税的实际退税额指标1 789亿元

为基数，对超过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和地方按 75∶

25的比例共同负担。新机制运行后，累计欠退税总额中因

增值税分享体制而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373亿元，中央财政

将一次性偿还，地方财政也无需再安排欠企业出口退税贷款

贴息资金。因此，改革初期不会影响地方财政实际可支配财

力。
四是推进外贸体制改革，调整出口产品结构。通过完善

法律保障机制等措施，加快推进生产企业自营出口，积极引

导外贸出口代理制的发展，逐步缩小收购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比重，减少流通环节，降低出口成本，进一步提升我国商品

的国际竞争力，也为加强税务管理，防范出口骗税创造条

件。同时，结合调整出口退税率，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

提高出口整体效益。

五是累计欠退税由中央财政负担。对截至 2003 年底累

计欠企业的出口退税款和按增值税分享体制影响地方的财政

收入，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其中，对欠企业的出口退税

款，中央财政从 2004年起采取全额贴息等办法解决。

上述改革方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讨论通过。2003

年10月 13 日，国务院发出了《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

税机制的决定》，明确了上述改革方案，并决定于2004 年1

月1 日起实施。

2003年10月 14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

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的通

知》，从2004 年 1月1 日起对出口货物的出口退税率将实行

如下调整：

——原适用5% 和13% 退税率的农产品，仍维持现行退

税率不变；

— 原适用 17% 退税率的产品，除船舶、汽车及关键

件和零部件、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组合机床、航空航天器

等产品仍维持 17% 的退税率不变以外，其他产品的退税率

一律由17% 降为13 % ，主要包括部分机电产品、服装和棉

纺织品等等；

——原适用15% 退税率的产品退税率降为 13% ，主要

包括钢材、小五金、有机化工原料、塑料制品、玩具、鞋等

等；

——原适用 13% 退税率的产品中，除了以农产品为原

料的加工品，以及按照现行政策征税税率为17 % 的产品仍

维持现行13% 的退税率不变外（个别产品除外），其他产品

的退税率由13% 降为11% ，主要包括：煤炭、化肥等等；

——对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降为 8% 和 5—。

其中，降为8% 的主要包括铝、磷、钼、镍和铁合金等；降

为5% 的主要包括铜、炼焦煤、焦炭等；

——取消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主要包括各

种矿产品的精矿、原油、木材、山羊绒、鳗鱼苗等。对这些

产品中属应征消费税的产品，相应取消出口退（免）消费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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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调整，将出口退税率在原基础上平均下调了 2.94

个百分点。

2003年12月 9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

银行联合发出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

于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后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明确了

从2004 年1 月 1 日起发生的出口退税款，属于各地区出口

退税基数部分的退税额，由中央财政负担；超基数部分的退

税额，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分别负担。中央财政安排

的出口退税基数返还资金，地方要全额用于出口退税；中央

拨付地方用于弥补“免、抵”未调库影响地方收入的资金，

地方要首先用于出口退税。《通知》要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

要从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促进外贸发展大局出发，在预算中

足额安排出口退税资金，确保出口退税资金的需要。《通知》

还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要根据

本地实际，合理确定省以下出口退税负担办法。对省以下各

级财政出现出口退税资金缺口的，省级财政部门应通过超调

资金等措施，确保出口退税工作正常进行。同时，《通知》

还就退税款在退库时的操作规程、预算科目调整等事项做了

具体规定。

（财政部税政司供稿，王浩川执笔）

国家财政与西部大 开发

2003 年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第 4 年，财政部

门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西部大开发的部署和方针政策，在公共

投资、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

持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制定进一步支持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政策

（一）出台了支持青藏铁路建设的税收优惠政策。

1.对参与青藏铁路建设的施工企业、监理企业、勘察

设计企业从事青藏铁路建设的施工、监理和勘察设计所取得

的收入及青藏铁路公司在建设期间取得的临时管理运输收

入，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2.对中标的加工生产企业为青藏铁路建设加工生产的

轨枕和水泥预制构件免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

附加。

3.对青藏铁路公司的营业账簿免征印花税，对青藏铁

路公司与中标的建设单位所签订的加工承揽合同、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合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免征合同双方应缴

纳的印花税。

4.对建设工程单位为建设青藏铁路自采自用的砂、石

等免征资源税。

5.对青藏铁路线路使用的土地以及青藏铁路建设期间

因施工、生产的需要而使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

地占用税。

6.对青藏铁路公司在青藏铁路建设期间从事临时管理

运输业务取得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中标的施工企业、

加工企业、监理企业和勘察设计企业从事青藏铁路建设取得

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如兼有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必

须与免税的生产经营活动分别核算，否则应全额照章征收企

业所得税。

（二）制定了西气东输项目税收优惠政策。

1.西气东输项目上游中外合作开采天然气增值税执行

13% 的统一税率，并允许抵扣进项税额。

2.西气东输管道运营企业执行 15% 的所得税税率，并

享受企业所得税“免二减三”的优惠政策，即从开始获利的

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至第五年减

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3.西气东输管道工程进口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

值税。

4.西气东输项目上游开采天然气中外合作区块缴纳矿

区使用费，暂不缴纳资源税。

二、切实保障西部开发基本建设资金，支持西

部基础设施建设

（一）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2003 年，中央

财政向西部地区下达基本建设资金583.75亿元，占已下达资

金的41.8% 。其中预算内经常投资 56.62 亿元，国债项目

资金拨款 446.79 亿元，国债转贷 80.34 亿元。具体行业的

资金投向情况为：农、林、水利项目 192.81 亿元，公路、

铁路、民航等交通项目 104.65 亿元，城市基础设施76.41

亿元，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9.64 亿元，扶贫 29.12 亿元，

环保项目 12.42 亿元，公检法司设施建设 19.14 亿元，教

育、文化、卫生设施建设 49.40 亿元，其他项目 90.16 亿

元。

（二）继续对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

施项目银行贷款实行财政贴息。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

和发展，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中央财政安排贴息资

金1亿元，带动银行贷款134亿元，促进中西部地区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道路、桥涵、隧道、污水处理及排放系

统、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开发区内供电、供热、供气、自来

水及通信网络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三、加大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

（一）2003 年中央财政因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增加收入

355 亿元，按规定全部用于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全年中央对

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达到380亿元。其中，对西部地

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为196 亿元，比上年增加 54 亿元，增

长38% 。2003 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规模达到55 亿元，比上

年增加16亿元，增长41% 。

（二）2003 年，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调整工资转移支付

补助共计 421.97 亿元，占中央补助地方总额的 46.8% 。其

中，2003 年 7月 1 日起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人均

月增支50 元，中央对西部地区因此而增加的财政支出给予

全额补助，补助额为35.16 亿元。

四、支持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

（一）支持西部地区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2003 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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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投入西部地区天然林保护工程专项资金24.32亿元，其

中，森林管护事业费 13.89 亿元，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费

4.95亿元，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费 3.69 亿元，下岗职工

一次性安置补助费 1.79 亿元。另外，安排基本建设投资

13.15亿元，中央对地方财政减收转移支付12.27亿元。

（二）支持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国家投资 162.47 亿元，

其中，现金补助13.61 亿元；补助粮食 168.78 亿斤，折合

资金118.15亿元；造林和种苗费补助 30.71 亿元。中央对

地方财政收入减收转移支付 4.89 亿元。安排西部地区退耕

还林2 995万亩，荒山荒地造林3 147万亩。

（三）支持退牧还草工程建设。西部地区天然草原面积

约50亿亩，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 84% ，其中严重退化草原

约24亿亩，国家计划从 2003 年起用 5 年时间先期治理 10

亿亩。2003年国家安排围栏投资补助（国债专项）12.51亿

元，中央饲料粮补助54 308.1万斤。支持西部地区退牧还草

1亿亩，其中，禁牧5 370万亩，休牧4 026万亩，轮牧 604

万亩。

五、加大对西部地区社会保障事业的支持力度

（一）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解决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的各项政策，帮助西部地区做好“两个确保”和“低保”

工作，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西部地区的“两个确保”和

“低保”支出 224.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3 % ，其中，对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支出 148.11 亿元，比上年

增长15.2 % ；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支出

43.11亿元，比上年增长38.9% ；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补助支出33.03亿元，比上年增长100.2% 。

（二）建立西部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贫困农民家庭

医疗救助制度。2003 年，中央财政积极推动西部地区进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截至 2003 年底，西部地区共

确定了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72 个，覆盖农业人口

1 620多万人。2003年，中央财政安排 1.5 亿元用于西部地

区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安排专项彩票公益金1.67 亿元，

用于贫困农民医疗救助。

（三）安排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资金，解决好灾民生

活困难问题。2003 年西部地区自然灾害重于常年，许多地

区发生了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

西部地区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 16.82 亿元，比 2002 年

增加6.24亿元，增长58.9% 。

六、在其他专项资金分配上继续加大对西部地

区的支持力度

（一）扶贫开发资金继续向西部地区倾斜。2003 年中央

财政预算安排补助地方扶贫资金 105.9 亿元，比 2002 年增

加8亿元，增长 8.2% ，其中分配给西部地区的资金 66.37

亿元，占总额的62.7% 。

（二）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力度。

一是调低了西部地区农发资金配套比例。2003 年西部地区

农业综合开发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比例总体为 1：

0.63，比2002年的1∶0.79降低了0.16个百分点。二是加

大资金投入力度。2003 年，中央财政投入西部地区农业综

合开发项目的资金为26.46 亿元，比上年增长6.1% ，共改

造中低产田576.86万亩，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三）全力支持西部地区做好非典防治工作。2003 年上

半年，为迅速制止非典疫情的蔓延，有效救治患病群众，财

政部门积极参与制定有关政策，并及时拨付资金，为保障农

民及城镇困难群众非典患者及疑似病人救治、困难地区县级

医院发热门诊、隔离观察室应急改造和急需设备购置等重点

支出提供了资金保障。2003 年，中央财政共安排西部地区

非典防治补助经费 4.26亿元。

（四）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政法部门政法补助专款倾斜

力度。为顺利推进西部开发战略创造良好的法律、治安环

境，2003 年，中央财政共安排西部地区中央政法补助专款

8.32亿元，占政法补助专款总额的51.7%。

（五）支持西部地区开展青少年校外教育。为保障青少

年健康成长，国家从 2000 年开始每年从彩票公益金中安排

6～7亿元资金专项用于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除 50%

资金返还彩票销售地区外，另外 50% 资金由中央财政安排

用于中西部地区的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2003 年，中

央财政安排1.82亿元专项公益金，在西部地区扶持建设了

99 个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项目。

（六）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的投入。一是开展农村

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试点工作。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精

神和“先行试点”的原则，2003 年先在中西部部分省区开

展试点，中央财政投入专项资金 5 亿元，比 2002 年增加了

3.36亿元，用于支持建设教学光盘播放点、卫星教学收视

点和计算机教室。试点工程将覆盖西部各省农村中小学的

25% ，中小学生的27% ，覆盖中部各省农村中小学的21% ，

中小学生的21% 。二是启动和实施二期全国中小学危房改

造工程。按照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的要求，从 2003～2005 年

继续实施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中央投入专项资金 60

亿元，2003 年中央安排国债资金 20 亿元，全面启动“危

改”工程，60 % 以上资金用于西部地区改造现存严重危房。

三是扩大免费教科书覆盖范围。中央免费提供教科书专项资

金，2003 年安排资金4亿元，比 2002 年增加2 亿元。享受

中央免费提供教科书的中小学生总人数达到770万，占中西

部农村家庭贫困中小学生总数的32% 。

（七）支持西部地区文体广播事业发展。2003 年中央财

政补助西部地区文体广播专项资金5.55 亿元，占当年中央

财政补助地方文体广播专项资金总计的 44.3 % 。其中，中

央财政专项安排了西部困难地区农村育龄群众计划生育手术

费补助2.14 亿元，西藏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伽寺维修

专项经费3 700万元；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专项资金和地

方文化场馆维修及设备购置专项经费3 000万元，其中一半

以上资金专项补助给西部地区。另外，从国家广电总局部门

预算中安排了“西部工程”专项经费7.4亿元，用于支持西

藏、新疆等七省区广播事业发展。

（八）大力支持对西部地区外经贸企业的发展。2000～

2003 年中央财政累计从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中安排专项资金

20亿元，其中，西部地区外经贸发展促进资金 14 亿元，西

藏外贸发展专项资金2亿元。此外，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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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推动西部地区外经贸事业发展，对于符合《中小企

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西

部地区外经贸中小企业，中央财政对其境外展览、宣传推

介、开拓市场及培训等所需经费以高于其他地区二十个百分

点的政策给予资助。

七、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 （赠）

款，支持西部地区发展

（一）日元贷款备选项目。2003 年日元贷款项目中，西

部地区有5个，签约金额150.6亿日元，分别占年度总项目

数和总评估金额的20% 和 15.6% ，用于医院、高等院校建

设和广播电视系统扩建。

（二）除日元贷款外，截至2003年底，对外提交了西部

地区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新项目，总金额 3.91 亿美元，占

当年贷款总金额的 51% 。这些项目主要涉及医疗卫生、基

础设施、生态建设、节水农业、环境保护等。

（三）为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财政积极推动

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和其他

国际优惠资金向西部地区倾斜，重点用于改善基础设施、调

整农业生产结构、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以及相关的人力资源开

发和机构能力加强等。其中，筹集贷款 14.677 亿美元（世

行1.627亿美元，亚行 13.05 亿美元），赠款5 232万美元，

优惠资金3 500万欧元。

（四）核定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2002 年度贷款利差补

贴1.34亿元（其中扶贫贷款利差补贴1 100万元）、特殊费

用补贴2.55亿元；中国银行西藏分行2002 年度贷款利差补

贴2 700万元；中国建设银行西藏分行2002 年度贷款利差补

贴5 200万元。以上各项补贴合计 4.68亿元。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容星火执笔）

近中期税制改革基本思路

当前，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跨国公司并购以及科

技革命发展迅猛，各国为支持技术进步，应对跨国间资本、

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均不同程度地实施了降

低税率、简化税制、拓宽税基等税制改革措施。从国内形势

看，近年来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虽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鼓

励提高市场自主增长能力，扩大内需、改善供给结构、促进

基础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仍是确保我国经济长期、

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促进城乡经济和各种所有制经

济的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课题。面对新的形

势和加入 W TO 后的挑战，现行税制也反映出一些不尽完善

的方面：一是税收制度没有充分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

争的原则。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税收政策

存在差异，造成税收负担不尽公平，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协调

发展。二是现行税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征税问题，

影响国内产品的竞争能力，不利于促进扩大投资和企业技术

进步。三是税收优惠政策偏多，政策目标之间缺乏协调，也

不尽规范，特别是地方自行出台优惠政策，既影响收入，又

造成不公平竞争，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针对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按照十六大关于进一步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财政部在认真调查研究现行

税制运行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近中期税制改革的基本思

路，其中的主要内容已被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所吸纳。

一、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

现行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实行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制

度。两个不同的所得税制度虽然法定税率相同，但税收优惠

政策不同，外资企业享受比较多、力度比较大的税收优惠政

策，同时，在税前列支项目和列支标准方面也不同，外资企

业比内资企业税前列支的政策更为优惠，由此形成内资企业

的税收负担远远高于外资企业。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定时期实行这样的制度，有利于

起到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极作用，但长

期实行这样的制度，会产生一些问题和矛盾：一是不符合市

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影响到内资企业在“两个市场”上

的竞争力，不利于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容易产生

征管漏洞，不利于税收的征收管理；三是减少了税收收入，

削弱了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

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初期相比，当前国内外经济形

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不断完善，尤其是我国加入 W TO 后，按照 W TO 规则及我

国的承诺，对内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已经取消，内外资企业

税负不公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内资企业要求统一税制、公平

税负、实现公平竞争的呼声日益强烈，因此，统一企业所得

税制度势在必行。

统一企业所得税制度的主要设想是：将内资企业与外资

企业适用的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合并；适当降低法定税

率；按照国际惯例并参照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统

一规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对现有的税收优惠

政策进行清理规范，不再区分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实行统一

的优惠政策。同时，对老外资企业原享受的优惠政策采取适

当的过渡性措施实现平稳过渡。

二、完善增值税制度，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增值税是对生产和经营中新增加的价值征收的税收，这

种征收方式，既保留了传统流转税筹集税收收入及时、稳定

的优点，又消除了传统流转税重复征税的弊端，体现了公平

税负的原则，有利于促进按照专业化要求组织社会化大生

产。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增值税制度。在增

值税的实际征收中，采取先按商品销售收入全额乘以适用税

率计算出“销项税额”，再从中扣除掉企业用于销售而购进

的商品或者为生产商品所购进原材料等投入物所交的增值税

税款，也就是上一环节所交的税款，称为“进项税额”（通

常以购进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为准），余额即为企业应缴增值税。

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扣除，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只

允许扣除购入的原材料等所含的税金，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

资产所含的税金；二是所有外购项目包括原材料、固定资产

在内，所含税金都允许扣除。理论上通常把前者称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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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增值税”，后者称为“消费型增值税”。目前，世界上绝大

多数征收增值税的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只有我国和印

度尼西亚实行生产型增值税。

从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看，生产型增值税因允许进项税

额扣除的范围小，税基较大，在税率相同的条件下，相比消

费型增值税，能取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我国 1994 年税制改

革时选择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一方面是出于保证收入的需

要，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当时投资膨胀、经济过热是社会经济

中的主要矛盾，生产型增值税有利于抑制投资膨胀。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已成为我国经济

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生产型增值税仍然存在的重复征税矛盾

日渐突出。从税收与经济的关系看，现行生产型增值税主要

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扩大投资、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

有抑制作用。企业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不能抵扣，客观上

具有抑制投资、阻碍设备技术更新、影响企业向资本和技术

密集型产业投资的积极性。二是造成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税负重于其他产业，不利于相关产业的发展。基础产业和

高新技术产业多数资本有机构成较高，产品成本中长期资本

投入的费用所占的比重较大，但其中所含的税款得不到抵

扣，造成这部分产业的税收负担就相对较重。三是国产品税

负重于外国产品，不利于内外产品平等竞争。虽然进口产品

在进口环节按照法定税率征收了增值税，但由于对国内生产

的产品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征税因素，因而，国产品税负

重于进口产品，使国产品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增值税由

生产型向消费型转换，可以进一步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鼓

励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有利于提高国产品的竞争力。因此，

转型改革势在必行。

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将要缩小税基。按照拟议

的改革方案，现行税率维持不变，这将使几乎所有企业的税

收负担在改革后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新增固定资产较多的

企业会得到更多的实惠。改革后，国家财政收入也要相应减

少，因此，对纳入抵扣的固定资产也需要限定一定的范围，

使减少的收入控制在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之内，以保证改革

的顺利进行。

三、优化个人所得税

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和筹集财政收入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特别是针对当前我

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秩序还比较混乱的

现状，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一是按所得项目分项、按次征税，与综合各项

所得按年征税相比，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有一定局限，

不能充分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二是对不同的所

得项目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办法，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

入、多次扣除费用，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漏洞。三是过高的

边际税率，不利于吸引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不利于

纳税人自觉纳税。同时，在征管上缺乏监控税源和稽核纳税

人的信息技术手段。因此，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和完

善，进一步加大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十分必要。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主要设想是：改革现行分类税制，建

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实行综合税制，是把

纳税人一定时期不同来源、不同类别的各种收入归集到一

起，统一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作为计税所得，并采用超额

累进税率计算应缴纳的所得税。其优点是对收入分配调节力

度大，税负公平。但是管理难度大，管理成本高。而实行分

类税制，对收入分配调节力度虽不如综合税制，但管理难度

小，管理成本低，对管理条件要求也相对要简单一些。我国

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根据我国国

情，创造条件建立综合与分类征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比

较符合实际。具体设想是：将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所

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有较强连续性或经常性

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率；对

财产转让、特许权使用费、利息、红利、股息等其他所得，

仍按比例税率实行分项征收；进一步规范和拓宽税基，堵塞

税收漏洞；调整税率级距和税负水平，适当降低最高边际税

率水平；统一、规范费用扣除标准和减免税优惠政策；建立

支付所得的单位与取得所得的个人双向申报纳税制度。

实行综合与分类征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需要具备

一定的内、外部配套条件，否则难以实现新制度的预期目

标，因此，要努力改进征管手段，积极推进税务部门对个人

各项所得信息收集系统以及银行对个人收支结算系统建设，

实现收入监控和数据处理的电子化，提高对收入的监控能力

和征管水平。待相关条件基本具备后，再出台改革措施。

四、完善消费税

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在特定的环节征收

的间接税，它不仅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还具有

独特的宏观调控功能。为进一步增加消费税收入，发挥其调

控作用，规范消费税管理，应进一步完善消费税制度。完善

消费税的主要内容：一是适当扩大征收范围。将未征消费税

的部分消费量较大、有一定盈利水平、税基较宽的消费品、

部分高档消费品以及对环境危害较大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

二是根据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对税率明显偏高

的部分应税品目适当降低税率水平，对需要加大调节力度的

适当提高税率水平，形成更为合理的税率结构和税负水平。

三是对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征收不到位的个别重要应税消费

品，通过完善政策，改革管理办法等措施，实现规范管理。

五、健全地方税

现行地方税税种设置和政策规定不尽合理，一些税种对

同一征税对象按内外资分别设置；一些税种征收范围过窄，

计税方法不科学，税负不尽合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个

别税种已无继续保留的必要。建立以财产税和行为税为主体

的地方税是改革完善现行税制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在房地产拥有使用环节对外资单位、外籍个

人和内资单位、中国公民分别征收城市房地产税、房产税和

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限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

区。城市房地产税和房产税按房产原值扣除一定比例后的余

值或租金收入依率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按土地面积和适用

税额计征。除此之外，在房地产开发建设环节，还征收一些

税收和收取名目繁多的收费。这种税费制度带来了以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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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是内、外资单位、中国公民与外籍个人适用不同的税

种，政策待遇不一致。二是房产、地产分设税种，按租金、

余值或土地面积征税，不能合理、准确反映房地产价值。三

是税基较窄，收入功能弱。四是房地产开发建设环节过重的

税费负担，特别是收费负担，使得房价一直居高不下，影响

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和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需要从改革

入手，建立新的机制。

改革的方向是清理收费，简并税种，降低负担，实行税

费改革。通过清理，取消所有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按照

受益者付费的原则保留一部分有偿服务、经营性收费和少量

必要的行政规费；将属于地价的收费归入地价中；把一部分

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转为税收，征收环节后移，由开发建

设、交易环节承担改为由拥有或使用房地产的单位和个人承

担。这种新的机制就是开征物业税。

物业税改革的思路主要是：合并城市房地产税、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建立统一的物业税；恢复对城镇居民自

有自用住房征税，待条件成熟时将物业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

农村；对房地产实行按评估价值征税（对农用土地按土地等

级和面积征税）；税负水平依据现行房地产税和房地产开发

建设环节收费转为税收的负担测算确定。

开征物业税，一是有利于各类企业公平竞争。二是开征

统一、规范的物业税，既适应国际通行做法，也使房地产税

收政策与房地产市场运行方式相适应。三是按评估价值征

税，能比较好地解决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存在的计税依据不

合理问题。四是有利于降低房地产的即期成本和售价，有利

于促进城乡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改善普通百姓的

居住条件。

由于现行房产税对城镇居民个人自有自用住房免税，开

征物业税应妥善处理好以下问题：一是在目前的收入水平

下，对城镇居民及农民自有自用住房征税，多数纳税人承受

能力不强，需要有一定的过渡措施。近期可对收入水平或住

房价值在一定标准以下的纳税人（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民）暂

免征税，使低收入的居民和绝大多数农民在一定时期无须负

担物业税。同时，根据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缩

小减免税范围。二是将房地产开发建设环节的部分收费负担

转入物业税，会提高房地产拥有和使用环节的税负。如对所

有房地产统一按新税法征税，会产生老房地产税负重、新房

地产税负轻的问题。对此，可以在新税法实施的一定期限

内，对老房地产采取过渡性措施实现平稳过渡。

在推进物业税改革的同时，要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

节税、屠宰税、筵席税和土地增值税等不合时宜的税种，进

一步简化税种结构。对现行地方税中内外资企业存在的一些

政策差异逐步实现统一，实现各类企业税收制度的统一和规

范，促进不同所有制的各类企业共同健康发展。

六、改革农业税制，统一城乡税收制度

我国现行农业税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是与农

村自然经济相联系的，与市场经济及现代税制的要求很不适

应，不仅形式落后，负担也不尽合理。当前，农民收入水平

很低，增加农民收入困难很大，需要多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的合法权

益。
目前在全国推进的农村税费改革，对于规范农村分配关

系，减轻和稳定农民负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

因，这项改革只是在现有条件下的阶段性改革措施，难以解

决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因此，需要在积极稳步推进农

村税费改革，确保实现改革预期目标的同时，进一步研究制

定继续深化农业税收制度的改革方案，并创造条件逐步实

施。
改革的思路是：根据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特别是农民

收入的实际情况，用现代税收制度替代现行的农业税制，贯

彻合理负担的原则，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即：取消现行农业

税制度；对种植农产品的农用土地征收农用土地使用税，按

照土地不同等级确定分档税率，总体负担水平应相当于或低

于税费改革前农业税的实际税负；对农民出售的农业产品仍

按现行增值税制度纳入征税范围，具体可采取全部免税或有

选择地对个别农产品品目征税的办法；对农民从事种植业、

养殖业、捕捞业等农业生产活动取得的收入纳入个人所得税

的征税范围。根据目前农民的实际收入状况，需要缴纳个人

所得税的只限于极少数高收入农民。

实施上述制度后，将消除现行税制不合理的“二元结

构”，彻底规范农村分配关系，从制度上保证农民负担极大

减轻，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健康发展。

七、改革完善出口退税机制

对出口商品实行退税制度，是国家支持外贸出口的重要

手段，也是国际通行作法。为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措施，使出口

退税水平从 9.3% 提高到15% 左右，有力地促进了外贸出口

的快速增长。但由于我国税制以流转税为主，而出口退税退

付的主要是增值税，同时，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

财政承担出口退税的能力相对较弱。加上外贸出口增长很

快，使得出口应退税额的增长大大高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增

长。从2000 年起开始出现了较大数额的出口欠退税。长期

大量拖欠出口退税，不仅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而

且给国家财政运行带来隐患，也有损政府的形象和信誉。因

此，改革和完善出口退税机制势在必行。

改革出口退税机制的基本思路是：从体制创新入手，按

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

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形成中央、地方、企业共同负担的

出口退税新机制，推动外贸体制深化改革，促进外贸和经济

持续较快健康发展。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适当降低现行出

口货物增值税的平均退税率水平。本着对国家鼓励出口产品

的退税率不降或少降，对一般性出口产品的退税率适当降

低，对国家限制出口的产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取消或多降退

税率的原则，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二是建立新的

出口退税负担机制。将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增量首

先用于出口退税，以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的支持力度；

将现行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改为基数部分继续全

部由中央财政负担，超过基数的增量部分由中央与地方按

75∶25的比例共同负担。实行上述措施后，基本上可以保证

出口退税当年不再发生新欠，对拖欠的出口退税由中央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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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息并逐步归还。与此同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防范和打击出口骗税。

按照上述思路，国务院于2003 年10月做出了改革出口

退税机制的决定，并于2004年1月1 日正式实行。

八、推进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科学界定税收管

理权限

税收管理体制是一个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和税收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税收立法权、政策管理权、征管权

以及收入分配权等涉及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职

责划分的一系列规范制度。我国现行税收管理体制规定，中

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集中在中央；除屠宰

税、筵席税、牧业税及有关税收条例规定的一些政策管理权

限下放地方外，其他税种的政策管理权全部集中在中央；设

立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并明确中央税、共享税主要由

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地方税主要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

收管理。这种高度集中的税收管理体制，既在很大程度上体

现了政治的统一和集中，也对确保我国财政的长期稳定发展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税收

制度、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逐步完善，也需要进一步科学

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使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相

统一，根据我国各地复杂的经济情况和千差万别的税源状

况，从实际出发，利用税收杠杆调控区域经济，促进本地区

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我国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设想：一是中央集中管理

中央税、共享税及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主要地方税税种的

立法权、税种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等，

以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增强税收的宏观

调控能力。二是明确地方税主体税种，赋予省级人民政府对

地方主体税种的税目税率调整、减免税等一定的管理权限。

三是在保证国家宏观社会经济政策政令畅通，不挤占中央

税、共享税税源，不影响周边地区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允许

省级人民政府通过立法程序，并经中央政府批准，对具有区

域性特征的税源开征新的税种。四是对国家只负责制定统一

税收条例的地方税种，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五

是按照国际通行作法，实行税收立法、执法和监督相分离，

保证税收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财政部税政司供稿，潭 龙执笔）

财政积极 支持抗 击

“非典” 和 克服 “非典”

对 经济的 负面影响

2003 年春天，我国遭遇了一场非典型肺炎疫情重大灾

害。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党中央、国务院统揽全

局，沉着应对，及时采取了防治“非典”和经济建设“两手

抓”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果断措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众志

成城、万众一心、科学防治、迎难而上，不仅控制了疫情，

而且还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夺取了“非典”防治

和经济建设的双胜利。2003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9.1% 。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职能部门，财政部在保障

“非典”防治、确保预算正常执行、促进经济发展的紧急任

务面前，坚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统筹兼顾，

内外并举，为支持夺取抗击“非典”的全面胜利和促进经济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加强领导，完善机制，筹措资金，共铸抗

击“非典”长城

2003 年4月下旬，面对全国新增“非典”临床诊断病

例和疑似病例迅速增加的形势，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

防治“非典”工作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直接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和

中国国际形象，是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要求

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加大抗击“非典”工作力度。财政部按照

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加强领导，完善机制，筹措资金，制订

政策，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从资金上、政策上、措施上全

力保障防治“非典”，为支持和保障抗击“非典”筑起一道

坚固的长城。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一指挥协调。收到中办文件后，

财政部即专门召开党组会议，迅速成立了财政部防治“非

典”工作应急小组，党组书记、部长金人庆任组长，副部长

肖捷任副组长，办公厅、社保司、预算司等司局主要负责同

志为成员，统一领导财政部和指导、协调全国财政系统支持

防治“非典”工作。新一届财政部党组在防治“非典”这件

头等大事面前，积极主动为党中央、国务院建言献策，大力

协助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通盘考虑财政如何最大程度地支

持抗击“非典”工作，为充分发挥财政宏观保障职能积累了

成功的经验。

（二）全面保障资金，突出保障重点。资金保障是抗击

“非典”的坚强后盾，也是财政部的最重要任务。为支持防

治“非典”科研攻关，尽快取得成果用于临床试验，4 月 4

日，中央财政紧急安排专项经费2 000万元，用于防治“非

典”的科研攻关和SAR S 病毒检测试剂的研究，以及疫情监

测、信息搜集整理和有关人员培训等方面。“非典”疫情的

爆发暴露出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反应机制亟待健全和完善，

4月 11 日，财政部安排 3.1 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第一阶段

应急反应机制建设。战斗在第一线的广大医护人员是“非

典”阻击战的主力军，为体现党和政府对医护人员的亲切关

怀，4月 21 日，财政部会同卫生部紧急下发通知，明确规

定对“非典”防治一线医务工作者给予特殊临时工作补助。

4月 25 日，又专门下发通知，对按规定获得的补助及单位

发给个人用于预防“非典”的实物，全部免征个人所得税。

4月 23 日，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财政部从预算总预

备费中安排 20 亿元，设立“非典”防治基金。在此之前，

财政部还下发通知，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在防治能力建设、设

立留验站等方面给予资金保证。

为确保困难群体不因费用问题而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治，

经国务院批准，4 月 29 日，财政部会同卫生部联合下发紧

急通知，规定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的“非典”患者实行

免费救治，并配合其他部门制定下发了具体操作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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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按照先救治、后结算费用的规定，简化入院手续，

及时开展救治工作。为减轻中西部困难地区在抗击“非典”

中的负担，财政部决定对中西部困难地区政府负担的“非

典”患者救治费用，原则上按 50% 给予补助，确保地方政

府负担的农民和城镇困难“非典”患者救治费用得以落实。

为鼓励社会各界携手抗击“非典”，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还联合下发文件，规定对境外捐赠的用于防治“非典”的防

治用品，诊断设备、治疗和监护设备以及救护车、防疫和消

毒车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企业、个人等社会

力量向防治“非典”事业的捐赠（包括实物），允许在缴纳

所得税前全额扣除。通过上述支出、补助、税收优惠等支持

政策，筑起了抗击“非典”的坚强财政后盾。

（三）提高行政效率，狠抓政策落实。为保证支持抗击

“非典”的各项财政政策和资金及时到位，财政部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健全机制，加强宣传和督促检查。一是建立机制

提高效率。为提高资金拨付效率，财政部制定了一整套防治

“非典”资金拨付的工作规则和资金调度机制，确保资金和

政策能在第一时间落实到位。二是广泛宣传稳定民心。通过

媒体等多种宣传途径，让社会各界全面、准确了解财政支持

抗击“非典”的有关政策。提高政策透明度，既稳定了民

心，又有助于消除社会恐慌情绪。三是加强督查抓紧落实。

建立“非典”防治经费情况统计月报制度和电话督办制度，

及时了解各地“非典”防治经费安排、使用和有关政策落

实。财政部有关司局的同志还根据部党组的部署，多次深入

到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调查、了解财政支持

抗击“非典”政策落实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相应

对策。对一些难以预料的紧急资金需求情况，财政部打破常

规、特事特办，急事急办，采取先预拨再结算的办法，真正

做到雪中送炭，确保需要。

在财政部党组的沉着应对和广大干部职工的奋力拼搏

下，抗击“非典”相关措施陆续出台，工作有条不紊，体现

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危的关

心和爱心，对战胜“非典”的信心和决心，也从财力保障和

政策支持上建立了夺取抗击“非典”最后胜利必要保证。

二、直面困难，着眼大局，统筹兼顾，促进非

常时期的经济发展

（一）密切跟踪分析“非典”疫情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提出政策建议。“非典”疫情发生后，财政部党组直面困难，

着眼大局，未雨绸缪，主动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发

挥参谋助手作用。在密切关注“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加强

对经济形势的跟踪和监控的基础上，抓紧研究应对“非典”

影响、促进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预案，形成了一份正式的应

对“非典”影响、促进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呈报给国

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参阅，大部分政策建议被国务院第7次常

务会议采纳。

（二）采取紧急应对措施，支持困难行业渡过难关。一

是财政部下发紧急通知，规定从 5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

对受“非典”影响较大的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

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减免城镇公用事业

附加、城市教育费附加、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民航基础设施

建设基金等15项政府性基金。二是财政部会同国家税务总

局下发紧急通知，规定对受疫情直接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

业在2003 年5月1 日至 9月 30 日期间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民航的旅客运输业务和旅游业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此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

以根据当地疫情和对相关行业生产经营影响的实际情况实行

如下税收优惠政策：对饮食业、旅店业减征、免征或缓征营

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对出租汽车司机免征

个人所得税或降低征收定额；对出租汽车公司和城市公共交

通运输公司减征、免征或缓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

育费附加。同时，还特别规定，对出租汽车公司减免的税收

必须全部用于调低出租汽车司机向公司上缴承包费。三是财

政部下发紧急通知，规定对中央大型民航和旅游企业实行短

期贷款贴息政策。地方财政部门可视“非典”对当地民航、

旅游等企业的影响情况，制定相应的救助政策。并根据经济

形势的发展，适时调整了上述三项政策的时限。

（三）增收节支，调整支出结构，统筹兼顾保预算。

2003 年的财政增支减收因素较多，突如其来的“非典”疫

情更增添了这种因素，对顺利完成全年财政收支预算这一财

政重要业务工作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4月份的财政收入

统计已经初步显示出“非典”疫情的影响。当月中央财政收

入增幅较一季度回落32.1 个百分点。预算顺利执行面临巨

大的挑战和压力。在“非典”肆虐的特殊时期，预算的正常

执行，对保证国家机关运转，保持正常的工作秩序，支持其

他部门单位抗击“非典”，作用十分重要。财政部门采取措

施着力调整支出结构，统筹兼顾力保预算的正常执行：一是

一般性支出原则上零增长。除卫生、水利部门等与防治“非

典”疫情和抗洪救灾等直接相关的少数部门外，其他部门的

一般性开支坚决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的要求，实行零增长。对这些部门防治“非典”所需开

支及其他新增支出需要，以及因实行财税和收费优惠政策而

减少的收入，要求各部门通过积极主动调整自身的支出结构

来解决，如压缩会议、出国、出差、培训等方面的支出，原

则上不追加预算。二是该花的钱要花好用好，严格管理重点

支出。对重点支出包括防治“非典”支出，以及机关正常运

转的必须开支，既要足额及时予以保证，又要精打细算，严

格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加强监督检查，坚决制止并严厉查

处贪污、挤占、挪用以及铺张浪费等行为，真正把钱花到刀

刃上。三是该收的钱要收上来，依法加强收入征管。坚决维

护税法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国

务院已确定的各项财税优惠政策措施的同时，坚决制止借抗

击“非典”之名擅自出台税收优惠和变相优惠政策的行为。

同时继续按照国务院“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

缴欠税”的方针，强化税收和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努力做

到应收尽收。在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广大财政战线干部

职工的艰苦奋战，2003 年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都

保持了稳定增长，完成了全年预算。

三、战胜“非典”疫情，夺取抗击“非典”和

经济建设双胜利的基本经验

（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国务院周围，自觉维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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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权威和政令统一，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危机强烈的突发

性、巨大的破坏性、广泛的影响性，特别需要强化政府的统

一管理，使政府在危机控制过程中发挥核心的、中流砥柱的

作用。面对“非典”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党中央、

国务院审时度势，指挥若定，及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带领全国人民共同抗击“非典”。

充分展现了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统揽全局、驾驭复杂局

面的高超能力和娴熟艺术，极大地增强和鼓励了全国人民万

众一心，同舟共济，共同抗击“非典”的必胜信心和坚定决

心。财政部在抗击 “非典”斗争中之所以能有所作为，最根

本的原因就是不折不扣、扎扎实实地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为

防治“非典”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因此，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永远保持同全国人民一道，更紧密地团结

在党中央、国务院周围，更自觉地维护中央权威和政令统

一，是财政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

（二）坚定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稳固、平衡、强大国家

财政的目标不动摇。雄厚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稳

定、安全的重要体现和有力保证，也是党和政府应对危机，

凝聚人心，稳定社会，促进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基本前提。在

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财政之所以能够大力支持防治“非

典”的科研攻关、对困难地区给予大量补助、对困难群众实

行免费救治、对公共卫生建设大规模增加投入、对企业实行

大规模财税优惠政策等等。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多

年来，我国已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社会主义

公共财政框架初步建立，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保障

重点事业能力显著增强。因此，继续深化公共财政改革，不

断壮大财政实力，增强国家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增强

对卫生等公共社会事业的保障能力，是广大财政工作者始终

不渝的工作目标和光荣任务。

（三）增强政治敏锐性，自觉服从大局、服务大局，积

极主动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财政部门讲政治、顾大局，

从资金、政策、措施等多方面、全方位支持抗击“非典”，

不仅夺取了“两胜利”，而且还确保了财政预算正常执行的

实践，进一步启示我们：广大财政干部只有不断增强政治敏

锐性，扎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政治观、

大局观，不仅要算财政账，更要算经济账、政治账、社会

账，积极发挥职能作用，才能实现财政与经济社会的良性互

动和循环，才能确保财政的不断发展壮大。

（四）加快建立财政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和制度。

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财政部已探索建立了财政应对突

发事件的初步办法，并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

为更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对经济、社会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还需要按照危机管理的系统性、机制性和制度性要求，深刻

总结经验，完善办法，抓紧建立财政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

制和制度，包括领导管理系统、信息反馈系统、资金政策保

障系统、组织实施系统等，以进一步提高财政应对突发事件

的快速反应能力、财政保障能力和资金管理能力。

（五）大力支持建立和健全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社会保

障体系。为切实保障“非典”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在抗击

“非典”的斗争中，财政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实行了免费

医疗救治的政策，所发生的费用全部由财政负担。在当时情

况下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同时也启

示我们，建立和健全涵盖弱势群体、包括大病救治等在内的

社会保障体系已刻不容缓。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财政要为

支持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出更多、更大的贡

献。
（财政部办公厅供稿，徐璐玲执笔）

司局工作
综 合 财 政

一、加强财政政策研究、财政发展规划和财经

景气分析工作

（一）认真组织开展“积极财政政策调整”课题研究。

为搞好课题研究，财政部组织了专门力量，成立了课题研究

小组，撰写了《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若干建

议》的研究报告，报告中提出的调整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

基本思路，经归纳总结形成为：“做大一个蛋糕、用活两大

存量、加快三大改革、完善四项政策”，这一思路已在2003

年年底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的主报告中得到体现。此外，还形

成了《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建议》、

《调整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思路》、《今后一个时期财

税改革的基本设想》、《关于2004年财政改革的建议和意见》

等研究材料。这些材料有的已作为中央起草十六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的背景材料。

（二）积极编制《2003～2007 年国家财政发展规划》。

在2002 年编制《2003～2005 年财政滚动计划》的基础上，

适应新一届政府的工作要求，财政部编制了财政发展五年滚

动计划。该规划系统总结了1998～2002 年我国财政发展状

况，分析了世界经济中期走势及其对我国财政经济发展的影

响，研究了我国经济中期走势及财政发展趋势，预测了国家

财政收支主要指标，提出了今后五年的财政发展目标，以及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财政政策与财政改革的建议。截至 2003

年底，规划初稿已经完成。

（三）组织指导地方编制财政发展三年滚动计划。按照

新一届部党组的要求，2003 年财政部第一次组织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编制了地方三年滚动计划。年

初，在河北涿州举办了计划编制工作培训班，就三年滚动计

划的框架内容、编制方法及组织安排等对地方负责编制财政

滚动计划的人员进行了培训，下发了组织地方编制三年滚动

计划的指导意见，就三年滚动计划的格式、内容、要求等做

出具体规定。7月，又召开了“全国财政三年滚动计划及财

经形势分析会”，组织地方交流编制三年滚动计划的经验，

集中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并检查了各地滚动计划编制的进展

情况。至 2003 年底，全国 36 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中有33 个已经完成三年滚动计划编制工作。

（四）跟踪分析和预测财政经济形势，及时提出财政政

策建议。一是先后于2003 年第一季度、上半年和第三季度

撰写了三个《关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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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财政经济形势分析和相关政策建议的报告》，以财政部

文件形式上报国务院，并向国办秘书局报送了《1～9 月份

财政运行情况、后几个月形势预测及对明年财政经济工作的

建议》，在客观分析当前财政经济运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

了针对性较强的政策措施建议。二是按月及时整理汇编《财

政部经济景气分析统计月报》，定期组织召开财政经济形势

分析座谈会，并撰写《财政经济景气预测分析信息简报》。

三是跟踪分析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和贸易走势及对我国财政

经济的影响，撰写了《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看法》等研究

报告。

（五）认真研究“非典”对我国经济与财政的影响。面

对突发性“非典”疫情，及时研究提出了抗击非典的财政政

策建议，形成了《“非典”疫情对财政影响分析及对策措施

建议》、《抗击“非典”的财政政策措施》、《非典疫情对地方

经济的影响综述》及10 个分省报告，这些材料有的上报国

务院，有的在专业报纸刊登，使财政政策措施迅速为社会各

界了解，体现了政府与人民共渡难关的责任意识。

（六）围绕经济运行中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

一是针对2003 年初伊拉克战争，撰写了《伊拉克战争对我

国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研究报告，报送国务院办公厅。二是

为了争取社会各界对财政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撰写了《我国

企业税收负担及财税政策选择》和《进一步完善财政收入增

长机制，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等研究报告。三是

撰写了《关于进一步理顺计划财政金融三大宏观调控部门之

间关系的初步意见》，报送中央编制办公室参阅。四是根据

国务院领导批示，对福建木材税费负担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向国务院领导上报《关于福建省木材税费负担情况的调查报

告》。五是根据部领导的批示，对浙江“省管县”财政管理

体制进行了调研，撰写了《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促进

城乡协调发展》的调研报告。六是针对前五年公共财政体制

运行取得的积极成效，撰写了《关于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

构的政策建议》，上报国务院主要领导参阅。七是针对近年

来拖欠出口退税问题日益突出的现象，对广东、浙江等沿海

省份进行了调研，撰写了《关于综合解决拖欠出口退税问题

的几点思考》。

（七）就财政经济重大问题进行认真研究。一是参与了

国家重大课题《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经济社会部分的研究

工作，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起草、修改了《经济全球

化与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的提纲，并着手撰写相关内容。

二是组织召开“财政政策与财政改革研讨会”，本着理论探

索与改革研究并重、发现观点与开展工作并举的原则，邀请

国内著名专家进行演讲和现场点评，形成了有较高参考价值

的会议综述材料。三是组织编写和出版了《2003 年中国财

政发展报告》蓝皮书，系统地反映了 2002 年以来我国财政

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四是完成了《政府间财政关

系》（综合）、《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课题研究。

二、加强收费基金管理，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

（一）清理整顿收费项目。一是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

《关于公布取消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公布取消

了涉及行政审批的 18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二是会同国

家发改委、建设部发布《关于专项治理涉及建筑企业收费的

通知》，公布取消涉及建筑企业负担的30项不合法、不合理

的收费项目，减轻建筑企业负担。三是会同国家发改委、国

家林业局发布《关于全面清理整顿涉及木材生产经营收费的

通知》，取消13项不合法、不合理收费项目。四是全面清理

整顿涉及农民负担收费项目。发布《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

涉农收费管理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对财政部门

如何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会同国家发改

委发布《关于全国性及中央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公布取消、免收和降低收

费标准的涉农收费项目；与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降低涉

农收费标准的通知》，降低了 4 项涉农收费标准，切实减轻

农民负担。五是积极参与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加强教育收

费资金管理。与有关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 2003 年学校

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2003 年全国治理教育乱

收费的实施意见》、《关于做好2003 年教育收费公示工作的

通知》、《关于切实落实 2003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从事个

体经营有关收费优惠政策的通知》以及《关于严禁截留和挪

用学校收费收入，加强学校收费资金管理的通知》等文件。

（二）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一是会同监察部发布

《关于开展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性基金收

支两条线专项检查的通知》，并会同监察部组织了收支两条

线专项大检查工作，对外交部、发改委等18 个部门和单位

的“收支两条线”管理情况进行了重点抽查，据初步统计共

查出违规金额79.60亿元。二是将条件成熟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纳入预算管理。参与发布《关于将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纳

入预算管理的通知》，规定从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将涉及 26

个部门的76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预算管理，涉及年收费

金额约120亿元。至此，中央批准的收费项目已有约 90%

纳入预算管理。三是参与发布国土资源部、国家体育总局等

15 个部门收入收缴改革文件，为进一步扩大收入收缴改革

范围和确保改革顺利实施做好准备。

（三）完善收费基金管理政策。继续完善中央部门“收

支两条线”管理政策，会同国家发改委、监察部、审计署发

布《关于加强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收入“收支

两条线”管理的通知》，要求所有政府非税收入都要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研究起草了《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

法》，并上报国务院；发布了《长江河道砂石资源费征收使

用管理办法》、《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等文件；制定了

《行政事业性收费行政审批管理程序》、《政府性基金行政审

批管理程序》；发布了2002 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收费

目录、涉及机动车辆收费目录。

三、深化收入分配政策研究，调整完善工资和

津贴补贴政策

（一）进一步研究收入分配政策。在对1999 年以来我国

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完成了《扩大中

等收入者比重的目标及财税政策》、《充分发挥财政对收入分

配的调节作用》、《当前干部职级工资制的有关情况及下一步

政策建议》等研究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收入分配政

策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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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真研究制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资政策。

一是会同人事部研究制定了 2003 年下半年调整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的具体方案，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

2003 年7月 1 日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和增

加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实施方案的请示》和《关于统筹解决

困难群众生活问题的有关情况》，为中央调资决策提供了分

析依据。二是做好全国机关事业单位调资动员准备工作，与

人事部联合下发《关于2003 年 7 月 1 日调整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和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离退

休费的宣传提纲》，为机关事业单位调资方案的顺利实施打

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三是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了《关

于做好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工作的通知》。

（三）进一步调整完善津贴、补贴政策。一是积极参与

研究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非典”或因感染“非典”而残废

的医护及相关人员的工伤及抚恤政策，会同人事部、卫生部

及时做好调整卫生防疫津贴的工作。二是根据国务院总理办

公会议精神，积极参与“落实收支两条线管理，规范政策外

补贴”工作，提出规范政策外补贴的初步方案。三是深入新

疆、湘鄂西地区进行调研，研究提出了完善新疆以及湘西、

恩施两州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四是会同人事部等有关

部门，对调整艰苦气象台站津贴类别，建立南极考察人员津

贴、专利审查人员岗位津贴、小语种播音主持岗位津贴及调

整卫生防疫津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五是会同国家体委、人

事部制定下达了《退役运动员安置办法》。

（四）积极参与中央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工作。

对电监会、审计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19 个部门部分事

业单位机构编制调整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为中央机构编制

委员会提供了决策依据。

四、加强住房土地政策研究，强化国有资源有

偿使用管理

（一）研究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措施。针对房地产市场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财政部参与起草了《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对有效调控房地

产市场，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起

到了积极作用。

（二）完善住房制度改革相关政策。一是认真研究中央

国家机关青年职工住房困难问题，提出了妥善解决中央国家

机关青年职工住房困难的政策建议。二是参与研究制定了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关于易地调动干

部住房管理暂行规定》、《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和《关于

军队人员购买住房逐步纳入社会保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配合金融司起草了《财政部关于改进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财

务管理的请示》。

（三）积极参与住房公积金监督管理。与建设部、中国

人民银行联合印发了《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职责和内部

授权管理的指导意见》；参与草拟了《住房公积金行政监督

办法》、《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呆账核销管理暂行办法》、《住

房公积金国债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行政法规。组织地方财

政部门参加由建设部牵头的对北京、浙江等15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贯彻落实《住房公积金管

理条例》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的通

知》情况的检查。

（四）规范国有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制度。组织撰写了

《进一步健全土地、海域资源类政府收入管理制度的建议》，

就进一步优化土地、海域资源配置，加强土地出让金、海域

使用金等国有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做大财政收入“蛋糕”，

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参与研究起草《国务院关于加强海域

有偿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代拟稿）》等文件，会同有关部

门制定下发了《关于印发在京中央单位利用划拨土地开发建

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进一步完善了国有资源有偿使用

管理政策。

五、积极推动彩票立法，完善彩票管理制度

（一）积极推进彩票立法工作，推动彩票规范化发展。

根据财政部2003 年的立法计划，于2003 年2 月向国务院报

送了《彩票管理条例（送审稿）》，并与法制办就进一步完善

《条例》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沟通。

（二）加强对彩票市场引导和管理，努力开拓新的市场

增长点。一是批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在全国范围发

行“双色球”福利彩票，成为2003 年彩票市场新的增长点。

二是完善足球彩票游戏规则，修订了《中国足球彩票发行与

销售管理办法》。三是批准中福彩中心在上海、福建、湖北

3 个地区试点发行“幸运星”、“迷你双色球”等网点分散即

开型福利彩票，在河北、辽宁等 5 个省份试点“四花选五”

在线即开游戏。四是推动区域联合销售，推广乐透型小组合

游戏，适当放宽了对即开型彩票实物设奖的限制，促进彩票

销售。

（三）加强彩票公益金管理，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与地方清算了2002 年度地方应上缴中央的彩票公益金，下

达了2003 年度地方上缴中央的彩票公益金比例，分配和安

排了中央集中的 2002 年度彩票公益金。经国务院批准，为

中国残联设立了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设立了农村医

疗救助专项彩票公益金，专项用于补充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

医疗救助基金。

（四）加强对彩票市场和彩票机构的监管，确保彩票业

健康发展。一是会同监督检查局组织地方专员办对广东等

13 个省级彩票机构财务管理进行了专项检查，向国务院报

送了专项检查报告，并提出改革彩票管理和发行体制、调整

和完善彩票公益金分配的政策建议。二是查处海南、广西、

深圳等地彩票机构的违规行为，没收了违规资金，维护了全

国彩票市场的正常秩序。三是严厉打击非法彩票活动。要求

地方财政部门和公安机关联合开展“打击非法彩票等赌博活

动”专项治理行动，并与公安部组成联合督查组，赴湖北、

广东、广西等地进行督查。财政部门与公安机关的工作联系

制度基本建立，政府对彩票市场的监管力度明显增强。

（财政部综合司供稿，吴东胜、孙 尉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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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法 制

2003 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法律 10 件，其

中，与财政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有《行政许可证》、《证券投

资基金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国务院发布行政法规

28件，其中，属于财政税收行政法规的有《进出口关税条

例》（修订），与财政工作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有《排污费征

收使用管理条例》、《工伤保险条例》、《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法律援助条例》等。

一、财政立法工作

（一）积极稳妥地推进财政立法工作。

1.完成了一批重要财政立法项目。经国务院第 26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2003 年11月23 日温家宝总理签署第392

号国务院令，公布了修订后的《进出口关税条例》，自2004

年1 月1 日起施行。另有3 件重要财政行政法规上报国务院

审议，包括《车船税暂行条例》（送审稿）、《耕地占用税暂

行条例（修订）》（送审稿）、《彩票管理条例》（送审稿），为

下一步财政立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财政违法行为处罚条例》（送审稿）上报国务院后，

财政部继续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协调、整理各方面对《条例》

（送审稿）的意见，并进行反复论证、修改，已基本具备出

台条件，列入了2004 年国务院立法计划一类项目。

3.为贯彻实施《政府采购法》，财政部组织了《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于2003 年8月起草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并根据各方

面意见进行了修改。同时，按照完善政府采购规章制度体系

的要求，抓紧起草《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

处理办法》。

4.2003 年，财政部各有关单位继续加强财政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条法司从法律角度从严审核把

关，努力做到文件逻辑清晰、表述准确、符合法律规范的要

求。2003 年财政部单独或与其他部门联合发布财政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210余件。

（二）开展重要财政法律立法研究。

1.组织并完成了“财政法律体系”课题研究工作，形

成课题报告。课题报告从建立健全财政法律体系的必要性、

我国财政法律体系现状及存在问题、建立健全财政法律体系

的构想和未来几年财政立法工作设想等方面论述了适应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要求的财政法律体系基本框架，分析了财政立

法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努力方向，对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财政

立法进程具有积极作用。

2.组织并完成了“注册会计师法立法”课题研究工作，

形成课题报告。课题报告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会计

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注册会计师注册

制度、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行为准则、注册会计师协

会、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权利义务关系、注册会计师

和会计师事务所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结合国外立法

和管理经验，分析了我国注册会计师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提出相关立法建议。报告的提出为注册会计师法修订立法工

作奠定了基础。

3.启动修订《预算法》立法研究工作。修订《预算法》

已作为一类项目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03

年，财政部制定并着手实施《预算法》修订立法研究规划，

就《预算法》的执行情况等问题，书面征求了部分地方财政

部门的意见。财政部条法司、预算司共同组织调研小组，先

后赴云南、四川、北京、河北等地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

对现行《预算法》执行情况、问题以及相关修改建议进行汇

总研究，提出了系统的研究报告。

4.组织财政转移支付法考察团，举办了财政转移支付

法国际研讨会。《财政转移支付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立法规划，为加强立法研究，借鉴国外立法先进经验，

财政部利用世界银行法律技术援助项目贷款，组织了有关财

政转移支付立法的考察、研讨。2003 年 9 月，财政转移支

付法考察团赴日本、墨西哥考察，与两国有关方面官员和专

家就财政转移支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分

析了两国在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的经验和教训，就我国

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2003 年 12 月，在

云南大理召开财政转移支付法国际研讨会。冯淑萍部长助理

到会作了主题演讲，来自世界银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和中国的 9位专家作了分专题演讲。会后，财政部条法司将

此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整理综述，并就财政转移支付相关立

法问题提出了建议。

5.组织了车船税和房地产税、财产税立法考察。2003

年11月，车船税和房地产税立法考察团赴马来西亚、南非

考察。12月，财产税立法考察团赴德国考察。两个考察团

与有关国家的官员和专家就车船税和房地产税、财产税立法

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考察团在考察报告中对

有关国家相关税收法律制度作了介绍，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

我国车船税和房地产税、财产税法律制度的建议。

6.就如何进一步做好财政规章立法工作进行研究。结

合财政立法工作需要，财政部条法司组织研究撰写了题为

《简论财政部门规章调整范围》的论文，对当前财政部门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法中调整范围界定不清晰的问题进行了分

析，并就合理确定财政部门规章的调整范围，加强财政部门

规章立法的重要意义，以及现阶段如何确定财政部门规章的

调整范围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该文提交到国务院法制办组织

的“全国依法行政理论研讨会”上，受到有关方面的好

评。
（三）审核协调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等文件草案。

2003年，由财政部条法司审核协调全国人大法律委、

财经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预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及

国务院其他部门转来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27件（40 件次），

行政法规草案87件（118 件次），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16件（21 件次），三项共计 130 件（179 件次），比上年

增加42件（45件次）。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征

求意见承办件的增加，反映了国家立法进程的加快，也体现

出财政法制机构对各立法项目涉及财税条款的审核把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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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重大。

（四）积极贯彻《行政许可法》，做好行政审批和行政许

可事项的清理和认定工作。

2003 年 8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行政许可法》，并于2004 年7月 1 日起实施。财政部

党组对财政系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非常重视，专

门召开党组会研究部署财政系统学习贯彻《行政许可法》的

工作，责成条法司会同部内各有关单位，做好《行政许可

法》的学习培训和财政行政许可相关制度建设。条法司迅速

组织落实部党组的决定。

1.编辑一期《行政许可法》宣传文章，金人庆部长在

该文章上就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有关事宜作出批示，要

求“要按规定做好培训和清理、规范、配套等各项准备工

作”。

2.召开部内各单位参加的会议，部署贯彻《行政许可

法》和组织清理涉及财政职能有关行政许可事项等项工作，

廖晓军副部长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行政许可法》的工作作了

重要讲话。

3.组织部内有关司局10余人参加了国务院法制办举办

的《行政许可法》培训班。

4.举办全国财政法制干部和财政部驻各省财政监察专

员办事处有关人员培训班，学习《行政许可法》。

5.派出人员为部分省级财政部门讲授《行政许可法》。

6. 2003 年，在对财政部 2001 年上报的 72 项行政审批

项目反复与国审办沟通、审核、甄别的基础上，对照《行政

许可法》，最终确定财政部行政审批事项共90项，其中保留

55项、取消34项、改变管理方式1项。

（五）加大力度清理财政法规。

1.完成了第八次财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

工作。为适应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新形势的需要，从2001 年开始，财政部启动了第八次财政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2003 年初圆满完成。第八批

《废止和失效的财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目录》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令第16号发出。

2.组织了现行有效财政规章清理备案工作。按照国务

院法制办的要求，在第八次财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全面

清理的基础上，再次对财政规章进行了清理确认，共清理出

现行有效财政规章148 件，报国务院法制办备案审查。

二、财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工作

（一）认真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2003年，财政部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18件。其中，决

定受理的10 件，决定不予受理的7 件，在审查是否受理期

间撤回申请的1 件。在决定受理的10 件案件中，做出维持

决定的2件，终止复议的 8 件。在办理的 18 件行政复议案

件中，属于注册会计师管理类 8件，会计管理类7 件，财务

管理类1件，预算管理类1件，综合类1件。在办理复议案

件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态度，在法律框架内做好各方面

的工作，尽可能化解矛盾。

（二）规范财政行政应诉代理制度，提高行政应诉水平。

为了提高财政行政应诉水平和体现财政行政诉讼代理制

度的公正、透明和合理，采取公开招聘的方式，选聘财政行

政应诉代理人。2003 年初，有 8 家律师事务所投标财政部

行政诉讼代理人。经民主评审后，确定德恒、中孚律师事务

所为财政部的诉讼代理人，并明确财政部发生的行政诉讼案

件，在这两家律师事务所选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之一出庭

应诉。

2003 年，共办理行政应诉案件 5 件。其中，属于上年

度结转的案件2件，当年新发生的案件3 件。在办理5起行

政应诉案件中，已结案 3件，尚在审理中的 2 件。已结案的

3 件中，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财政部具体行政行为的 2 件，裁

定驳回原告起诉的1 件，均为财政部胜诉。

（三）善始善终做好产权纠纷调处工作。

由于机构改革，原由财政部负责的中央企业产权纠纷调

处工作，自2003 年 4月起划转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但在未履行有关划转程序前，财政部善始善终地履行职责，

做好产权纠纷调处工作，2003 年共办理有关产权纠纷方面

的案件12 件，一些历时数年的产权矛盾得到圆满解决。

三、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一）进一步做好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已经成为财政部门的日常工作，为形

成有效的工作机制，财政部条法司组织人员研究做好财政法

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途径，撰写了《推进财政普法依法治理，

提高依法理财水平》、《努力实现“两个转变、两个提高”，

积极推进地方财政改革》、《寓法于财宣教，分层联动普法，

开创财政普法依法理财的新局面》、《论行政执法责任制度》

和《如何提高财政普法依法治理的实效》等报告。部分文章

报送给全国普法办，作为全国普法依法治理理论研讨会材

料。
（二）举办全国财政法制工作培训班。

2003 年12月，财政部条法司会同干部教育中心在山东

威海举办了全国财政法制工作培训班，培训学习的主要内容

是《行政许可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法

制机构及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130人参加了培训。

（三）开展全国财政系统法规知识竞赛。

2003 年，财政部组织开展了全国财政系统法规知识竞

赛，于12月将财政及相关法律方面的试题刊登在《中国财

经报》上。全国财政系统干部及社会其他各界人士踊跃参加

答题，掀起了四五财政普法宣传教育的新高潮。

四、其他财政法制工作

（一）办理、签署有关财经国际合作协议法律意见书。

2003 年，财政部条法司积极为财经领域国际合作提供

法律服务，审核有关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政府间贷款

有关法律文件，出具法律意见书及参与有关国际谈判 41 件

（51件次），其中，出具法律意见书18件次，审核其他法律

文本33件次，比上年增长3倍多。2003 年，财政部继续参

与国际金融反恐与反洗钱相关工作，并提供相关的法律意

见。

（二）指导地方财政法制工作，促进地方财政法制建设。

2003年，财政部加强了与地方财政法制机构的联系，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加大了对地方财政法制工作支持和指导的力度。一是先后派

出10余人次参加地方财政法制工作会议、讲课和其他财政

法制建设方面的活动，指导地方工作。二是重视对地方财政

法制机构办理行政复议、应诉案件的指导，2003 年 12 月下

发了《财政机关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指导意见》，供各地参

照执行。还注意协助地方财政法制机构研究、处理行政复议

和应诉事项。三是组织地方财政法制干部到境外考察培训。

2003年 10月，组织部分地方财政法制干部 20 余人赴境外

学习考察财政立法与执法监督，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四是组

织地方财政法制工作情况调查研究，实地了解地方财政法制

工作的现状、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撰写了《关于四川等地财

政法制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三）认真办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有关财政法制建设

方面的议案、提案、建议，及时函复人民群众来信。

2003年，办理全国人大议案、提案、建议 21 件，其

中，承办和协办全国人大代表议案 14 件，全国人大专门委

员会议案1件，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6件；办理全国政协委员

提案7 件。答复地方及有关部门请示、建议和群众来信 18

件（20 件次）。

（财政部条法司供稿，何银宝执笔）

税 政 建 设

一、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积极推进税收制度

的改革和完善

（一）认真做好税制改革规划工作。根据党的十六大关

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神，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研究起草了《关于近中期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对

近中期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及改革的主要内容提出了

具体的建议，主要内容被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

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吸纳。

（二）调整出口退税率，改革出口退税负担机制。为进

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机制，解决出口欠退税问题，按照“适

度、稳妥、可行”以及对国家鼓励出口的产品退税率不降或

少降，对一般性出口产品退税率适当降低，对国家限制出口

产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取消退税或多降退税率等原则，对出

口退税率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将出口货物增值税平均退税率

由15% 降到12% ，形成了17% 、13% 、11% 、8% 和5% 等

5 档退税率。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

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

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改革后新增的出口退税由中央和地

方按75∶25的比例分担，中央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收入

的增量首先用于出口退税，累计欠退企业的税款由中央财政

负责偿还。

（三）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继续降低关税税率。

从2003 年1 月 1 日起，将进口关税的算术平均总水平由

12% 降低至11% 。其中，农产品平均退税率由 18.1 % 降低

到16.8% ，工业品由11.4% 降低到10.3% 。共有3 019个税

则税目的关税税率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四）改进和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为企业所得税“两

法”合并奠定基础。一是从 2003 年起，将国有工业企业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即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

新工艺所实际发生的费用比上一年度实际发生额增长幅度在

10 % 以上的，除按规定据实列支外，可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

的50% 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扩大到所有财务核算制度

健全、实行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各种所有制的工业企业。

二是从2003 年起，对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境内非外商投资

企业的股权，使境内企业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凡外国

投资者的股权比例超过 25% 的，可按现行规定享受所得税

优惠待遇。从 2003 年 3 月起，明确从事股权投资及转让、

以及为企业提供创业投资管理、咨询等服务的外商创业投资

企业，不属于生产性企业范畴，不享受“二免三减半”等优

惠政策。

（五）改进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为修订个人所得税

法做了必要准备。一是对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个人投

资者以企业资金为本人、家庭成员及其相关人员支付与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消费性支出及购买汽车、住房等财产性

支出，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利润分配，并入投资者个人

的生产经营所得，依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计征

个人所得税；除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外的其他企业的个

人投资者发生上述消费性支出和财产性支出，以及其从投资

企业的借款在该纳税年度终了后既不归还也不用于企业生产

经营的，均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依照“股

息、利息、红利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企业的上述支出不

允许在所得税前扣除。二是对个人在营利性、非营利性医疗

机构任职取得的所得应按照“工资、薪金”所得征收个人所

得税，对医生或其他个人从事投资、承包医疗机构取得的所

得应按照生产经营所得、承包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六）对有条件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停止征收农业

特产税。为配合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农村

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在当地财政能够承受减收的前提下，可对

农业特产品（烟叶除外）停止征收农业特产税，改为征收农

业税，对个体户和个人专营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

业取得的农业特产所得继续征收农业税、牧业税，不征收个

人所得税。

（七）继续加快税收立法。会同有关部门完成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

税暂行条例》（修订稿）的起草工作并将条例草案上报国务

院。

（八）开展房地产评估征税试点。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开展按房地产评估价格征税的试点工作，为下一步物业

税改革做了必要的准备。

（九）调整部分矿产品的资源税税额。从 2003 年 7 月起

将其他非金属矿原矿税目中的石灰石资源税税额由每吨2元

调整为每吨0.5 元至3元，大理石和花岗石资源税适用税额

由每立方米3元调整为每立方米3 元至10 元，具体税额授

权省级财政厅与地方税务局确定。

（十）清理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一是从2003 年起，停

止对国内生产企业生产销售尿素增值税的先征后返政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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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停止执行列名进口成药、原药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政策；

三是对白银恢复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四是对硼酸、纸浆、

部分有色金属原料等20 种商品停止执行边贸进口税收政策。

二、支持“非典”防治，缓解“非典”疫情对

国民经济的影响

（一）在“非典”疫情期间，对参加“非典”防治工作

的一线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地方政府规定标准取得的

“非典”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免征个人所得税；对单位发给

个人用于预防“非典”的药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

物，不计入个人当月的工资、薪金收入，免予征收个人所得

税。
（二）在“非典”疫情期间，对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

通过各级政府民政部门、卫生部门、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及两个总会下设的各省、地级市以上的分会、协

会防治“非典”事业的捐赠（包括实物捐赠）允许在缴纳所

得税前全额扣除；对境外捐赠人通过民政部、卫生部、中华

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无偿向我国捐赠的直接用于

防治“非典”的防护用品、诊断设备、治疗和监护设备、救

护车、防疫车、清毒用车，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

税、消费税。

（三）在“非典”疫情期间，免征北京市经营蔬菜的个

体工商户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

个人所得税。

（四）自2003 年5月 1 日至12月 31 日，对民航的旅客

运输收入和旅游业等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自2003 年5月 1 日至9月30 日，对铁路旅客运输收

入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五）在“非典”疫情期间，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批准并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备案可在全省范围内

或选择本省部分地区实行如下税收优惠政策：（1）对饮食

业、旅店业减征、免征或缓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

育费附加。（2）对出租汽车司机免征个人所得税或降低征收

定额。（3）对出租汽车公司和城市公共交通运输公司减征、

免征或缓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对出租

汽车公司减免的税收必须全部用于调低出租汽车司机向公司

上交的承包费（份儿钱）。

（六）对由政府组织拍卖或委托指定机构销售“非典”

捐赠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对

在“非典”期间被政府征用的宾馆、饭店、招待所和培训中

心凭防治“非典”指挥部或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文件，

2003 年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七）在2003 年5 月至7 月底对北京市的集贸市场以及

具有农副产品经营业务的其他各类市场的主办单位向市场内

经营蔬菜、粮油的个体工商户提供经营场地、设施取得的租

金收入免征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在 2003 年 5 月

至9月底对北京市出租率低于20% 的宾馆、饭店、招待所

和培训中心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三、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职能作用，支持改革

和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一）支持国有企业改革。

1.从 2003 年至 2005 年底，对企业改制重组实行以下

契税政策：（1）非公司制企业整体改建为公司并承受原企业

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如非公司制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

独资公司以部分资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且该国有独资企业

（公司）拥有50% 以上股份，新设公司承受该国有独资企业

（公司）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2）在股权转让中，

单位、个人承受企业股权，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不发生转

移，不征收契税；（3）通过职工买断企业产权、向职工转让

部分产权或通过职工投资增资扩股等方式，将国有、集体企

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承受原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

免征契税；（4）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合并改建为一个企

业，并承受原合并各方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5）

企业分设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投资主体相同的企业，派生方、

新设方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不征收契税；（6）国

有、集体企业出售，且买受人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

并妥善安置原企业职工（签订的劳动用工合同不少于3 年，

下同）的，减免契税，其中安置30% 以上的减半征收契税，

全部安置的免征契税；（7）企业实施关闭、破产，债权人

（含职工）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非债权

人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并妥善安置原企业职工的，

减免契税，其中安置 30% 以上的减半征收契税，全部安置

的免征契税；（8）债权转股权后新设立的公司承受原企业土

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9）政府主管部门对国有资产进

行行政性调整、划转发生的企业土地、房屋权属转移，不征

收契税；（10）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同一投资主体内部所

属企业间发生的土地、房屋权属无偿划转，不征收契税。

2.对企业改制实行以下印花税政策：（1）关于资金账

簿印花税：实行公司制改造的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成立的新企

业其新启用的资金账簿记载的资金或因企业建立资本纽带关

系而增加的资金，凡原已贴花的部分不再贴花，未贴花部分

和以后新增加的资金按规定贴花；以合并或分立方式成立的

新企业，其新启用的资金账簿记载的资金，凡原已贴花的部

分不再贴花，未贴花部分和以后新增加的资金按规定贴花；

企业债权转股权新增加的资金按规定贴花，企业改制中经评

估增加的资金按规定贴花；企业其他会计科目记载的资金转

为实收资本或资本公积的资金按规定贴花。（2）关于各类应

税合同印花税。企业改制前签订但尚未履行完的各类应税合

同，改制后需要变更执行主体的，对仅改变执行主体、其余

条款未作变动且改制前已贴花的，不再贴花。（3）关于产权

转移书据印花税。企业因改制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免予贴

花。

3.从 2003 年起，对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参

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

营业税；对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

4.为支持华润总公司改组上市，调整了香港华润集团

（全资子公司）的所得认定办法，对总公司从集团取得的投

资所得暂按实际分配给总公司的利润、股息、红利等征收企

业所得税。

5.为配合铁路运输体制改革，从 2003 年起对铁道部所

属铁路运输企业自用的房产、土地继续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

地使用税。对从铁路系统分离出来并实行独立核算的其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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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一律照章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6.为支持企业连锁经营，对由总部全资或控股开设由

总部统一采购、统一核算、统一规范化管理和经营的连锁经

营企业，在省级行政区域内均实行由总部向其所在地主管税

务机关统一集中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7.为适应用热商品化、货币化等供热体制改革的需要，

从2003 年供暖期至2005 年供暖期对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供热企业向居民收取的采暖收入暂免增值税，对其生产用房

暂免房产税，对生产占地暂免城镇土地使用税。

（二）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1.自2003 年至 2005 年底，对铁路建设基金实际缴纳

的营业税，由财政部按增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按季如数拨给

铁道部，全部用于铁路建设。

2.对青藏铁路的勘察、设计及施工企业免征营业税、

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对为青藏铁路建设加工生产的轨枕和

水泥预制件免征增值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对青藏铁路

公司的营业账簿免征印花税；对青藏铁路公司与中标的建设

单位所签订的加工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建筑

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免征签订合同双方应缴纳的印花税；对

青藏铁路建设采掘使用的砂、石等材料免征资源税；对青藏

铁路线路使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对青藏铁路占

用的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3.自 2003 年起到 2007 年底，对二滩电站生产销售电

力产品的增值税税负超过 8% 的部分，实行先征后返政策，

从2003 年 5月 1 日起对秦山二期核电站生产销售的电力产

品增值税按入库税款的80% 实行先征后返政策。

4.为支持中国长江电力股份公司上市，对三峡总公司

向长江电力出让发电资产应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及附加予

以免征，对三峡总公司和长江电力在重组改制过程中因资产

转移所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对长江电力成立时

应用的资金账簿改制前已贴花的资金免征印花税，未贴花资

金以及增加资金均照章征收印花税，对长江电力收购三峡总

公司发电资产过程中发生的契税予以免征，对三峡总公司所

属长江葛洲坝电厂的资产评估增值应缴的企业所得税不征收

入库，其注入到长江电力后，长江电力可按评估后的价值计

提折旧或摊销，并在所得税前扣除。

5.为支持重点工程建设，减征或免征了部分国债技术

改造项目、洋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和

上海金融中心项目等进口设备和物资的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

税。

（三）支持金融部门化解风险，增强竞争能力。

1.为了配合金融体制改革，2003 年，将金融保险业的

营业税税率再下调1个百分点，使税率降低到5% 。

2.为了支持我国融资租赁业的健康发展。从 2003 年

起，对经中国人民银行、原外经贸部和原国家经贸委批准经

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以其向承租者

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残值）减除出租方承担的

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后的余额为营业额。所谓出租货物的实

际成本包括由出租方承担的货物的购入价、关税、增值税、

消费税、运杂费、安装费、保险费、外汇及人民币借款的利

息。

3.为支持金融企业改革，化解金融风险，从 2003 年

起，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财政部核定的资本金数额，

接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免征契税、

印花税；同时，免征有关国有商业银行按财政部核定数额，

划转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涉及的营业税、增值税、印花

税。对被撤销的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

租赁公司、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清理和处置

财产免征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

船使用税等，但被撤销金融机构被清算资产处置前持续经营

的经济业务及清算所得等应照章纳税。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

国企业通过购买、吸收入股等方式从我国境内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取得我国境内其他企业的股权、债权、实物资产后，再

对上述资产通过转让、收回、置换和出售等方式进行处置，

凡处置债权、股权（含债转股）重置资产不征收营业税；凡

处置其拥有的实物重置资产所取得的收入应征收增值税或营

业税、企业所得税。

4.为鼓励香港中银集团上市，对中国银行香港子公

司发生的房地产评估增值应征的所得税不予征收，作为中

国银行的资本公积金注入中银香港集团；对中国银行将所属

香港分行整体资产及其他香港列名银行评估后的整体净资产

换取香港中银集团股权所取得的转让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对中国银行出售中银香港股份的投资收益应征的所得税不予

征收，全额转增中国银行国家资本公积金；对中国银行在香

港中银集团重组上市过程中以不动产或无形资产换取股权的

行为不征营业税，免征中国银行在香港中银集团重组上市过

程中应缴纳的契税，对中国银行在香港中银集团重组前已贴

花的资金因资产转移所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

税。
5.为解决保险企业代理手续费税前扣除不足问题，从

2003 年起，对保险企业开展业务支付的代理手续费，可在

不超过当年本企业全部实收保费收入 8% 的范围内据实扣

除。

（四）支持教育、宣传文化和体育等事业的发展。

1. 2005 年底前，对综合类科技报纸、科技音像制品在

出版环节的发行收入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对科技馆、

自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的天文馆、气象台、地震台、高校

和科研机构对公众开放的特定科普基地以及县和县以上党政

部门和科协开展的科普活动取得的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对

特定的科普基地从境外购买自用科普影视作品免征关税、进

口环节税或营业税；对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向特定的科普

活动和科普基地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10 % 以内部

分准予税前扣除。

2.从 2003 年起，对从境外购买电视节目播映权而进口

的电视节目工作带不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3.对报社和出版社向作者收取的“版面费”收入，自

2003 年 7 月1 日起按“服务业”税目中的广告业征收营业

税。

4.从 2003 年起停止执行宣传文化单位所得税实行的按

实际入库数预算列支的优惠政策，改为到 2005 年底前对宣

传文化单位所得税实行以 2002 年财政实际拨付数为基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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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递增率6% 确定，并列入预算支出安排。其中：东部地区

宣传文化发展资金按增长比例6% 计算的新增支出部分，由

中央财政与东部地区各负担50% 。

5.对经国务院批准的原国家经贸委 10 个国家局所属

242 家科研机构、建设部等 11 个部门所属 134 家科研机构

以及经科技部、财政部、中编办审核的国务院部门所属社会

公益类科研机构中转为企业或进入企业的科研机构，从转制

注册之日起，5年内免征科研开发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

税、房产税和企业所得税，对其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6.从 2003 年起，将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纳

税人向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中华

慈善总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和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等 5

家单位的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

扣除。

7.对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取得的收入免征应缴纳的营

业税、企业所得税和印花税，对组委会委托加工的化妆品、

护肤护发品免征消费税，对接受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捐

赠物资免征进口税，对企业、社会组织和团体捐赠、赞助第

29届奥运会的资金、物资支出，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时予以全额扣除。

（五）支持特定行业发展。

1.从 2003 年起到 2005 年底对列名的铸锻企业、模具

企业及专业数控机床企业生产销售的商品铸锻件、模具产

品、数控机床产品分别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 35% 、70% 以

及定额返还的优惠政策。

2.从 2003 年6月起，将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纳入废

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对其增值税实行免税政策。

3.为加强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对中石油、中海油、

中石化、中联煤层气等企业年度勘探开发石油天然气进口物

资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4.在2005 年底前对中储棉总公司及其直属棉库免征企

业所得税、印花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

税；对其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免征营业税。

5.从2003 年 5月 1 日起，对进口铂金免征进口环节增

值税；对中博世金科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销

售进口铂金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对国内铂金生产企业自产

自销的铂金也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对铂金制品加工企

业和流通企业销售的铂金及其制品照章征收增值税；对铂金

首饰改为零售环节按5% 征收消费税。

6.从2003 年7月至2006年底，对国内定点企业生产的

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免征生产和流通环节增值税。

7.从 2003年起至 2005 年底，对长江航运集团与中国

船舶工业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签订的建造内销远洋船与

中远、中外运、中海运与上述两集团签订的合同，均享受交

船并照章缴纳增值税后，由中央财政按内销远洋船不含增值

税价格的17% 给予两造船集团补贴。

8.从 2003 年至 2007 年底，对国内企业生产销售的重

型燃气轮机免征增值税，其进项税额允许在其他内销货物的

销项税额中抵扣，对国内企业生产重型燃气轮机所需进口的

关键器件免征进口关税，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对进口

原材料均照章征税。

（六）促进再就业，支持社会救济事业。

1.对从事商品零售兼营批发业务的商业零售企业，采

用定额税收优惠办法，即凡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并签订1 年以

上劳动合同的，在2005 年底前可享受每人每年2 000元的定

额税收扣减优惠。

2.为鼓励部队专业干部自主择业，自2003 年 5月 1 日

起，凡从事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经主管税务机关批

准，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 年内免征营业税和个人所

得税；为安置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就业而新开办的企

业，凡安置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占企业总人数的 60%

以上的，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

3 年内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3.为了体现对残疾人的照顾，对专门从事假肢和矫形

器生产、装配单位在2005 年前暂恢复免征企业所得税。

四、参加多边贸易谈判，做好反倾销和保障措

施工作，维护国家的经济权益

（一）积极维护我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参

与了W TO 新一轮谈判。参加中俄双边就俄罗斯加入 W TO

的市场准入的两轮谈判。参与了中美贸易关系双边谈判。针

对美国等方面提出的我国集成电路产品返还增值税的政策不

符合 W TO 国民待遇原则的问题，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对策，

提出了应对意见，并与美方进行了多次会谈磋商。

（二）积极参与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方面的工作。参与了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相关条例的修订工作。积极参与

反倾销的调查工作，在商务部终裁结论的基础上，对 11 个

反倾销案件做出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对我国第一起反倾销

案件——新闻纸反倾销案在复审期间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对

韩国东丽世韩公司的聚酯薄膜复审案件维持反倾销税税率。

（三）拟订关税谈判方案，积极参加双边和多边贸易谈

判。一是参加了与印度在曼谷协定框架下的相互适用谈判，

参加了曼协第十九、二十次常委会，与部分成员就第三轮谈

判进行了双边磋商。二是参加了湄公河次区域跨境运输协定

会谈。三是参加了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税优惠安排的谈判。

四是参加了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磋商。

五是参加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第七次、第九次和第十

次谈判及原产地规则谈判，并与有关部门协商提出了我国敏

感产品清单。六是拟订了与南非建立自贸区的关税减让方案

以及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免关税待遇的谈判方案。七是参

与了过境运输谈判工作。

（四）完成了我国与前南斯拉夫联邦、波黑共和国有关

税收协定有效性的确认工作。提出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及

有关机构的税收待遇。

五、积极开展税收理论和税制改革前瞻性研究，

做好税政基础工作

（一）继续做好税源调查工作。继续组织各地财税部门

进行了企业所得税、流转税税源的调查工作，为掌握税源情

况、研究制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改革方案以及税收政策分

析等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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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开展世界税制改革趋势研究工作。先后编发

了《前苏东国家税制改革动态》、《关于股息双重征税的理论

与实践简介》、《部分国家近期增值税改革动态》、《俄罗斯的

资源课税》、《国际上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概况》以及美国、日

本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税制等情况反映，完成了

“有关国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报告。整理

翻译出版了《单一税》，编译了有关国家的《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税式支出》等情况资料，为我国的税制建

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三）对现行内、外资企业及国产品与进口品的税收政

策差别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形成了《关于解决内、外资企

业及国产品与进口品税收政策差别问题的研究报告》，为规

范税制及有关税收政策规定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四）开展“税式支出”专题研究。对建立税式支出制

度涉及的基准税制的确定、税式支出的法律依据、报告方式

以及管理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论证分析，提出了建立我国税式

支出制度的基本思路。

六、配合有关部门维护税收秩序

（一）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监督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配

合审计署完成了2003 年税收政策特别是减免税收政策的审

计工作。对部分地区擅自减免税、出台税收先征后返等问题

及时进行了纠正。对防范虚开发票公款报销、防范金融系统

小金库、反洗钱等规章制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认真贯彻落实行政审批管理规定。研究制定了涉

税事项行政审批管理程序；组织了对1991 年以来税收政策

方面行政审批项目的清理工作。参与了有关出口加工区的审

批和验收工作。

（财政部税政司供稿，谭 龙执笔）

关 税

一、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为了适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保障海关法的

贯彻实施，2003 年国务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

条例》再次进行了修订。该《条例》于2003 年 11月 23 日

以国务院392号令公布、2004 年1月1 日起实施。

新条例对原条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订，使其内容和结

构更为合理，纳入了《海关估价协定》的主要条款，充分体

现了以成交价格为基础确定完税价格的原则，对征税中的程

序性问题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并适当调整了关税税率的栏

目设置。进一步明确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职责，完善

了以关税为手段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保障措施关税、报

复性关税等贸易救济措施。新条例还进一步明确了纳税义务

人的权利和义务，完善了海关执法手段和关税征管制度。

二、调整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法规政策

（一）为了进一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经国务院批准，

将《扶贫、慈善性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中第六

条第四款进口物资范围规定“直接用于公共图书馆、公共博

物馆、中等专科学校、高中（包括职业高中）、初中、小学、

幼儿园教育的教学仪器、教材、图书、资料和一般学习用

品”，调整为“直接用于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各类职

业学校、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的教学仪器、教

材、图书、资料和一般学习用品”。

（二）为支持我国承办北京第29届奥运会，特制定了相

关进口税收优惠政策：一是对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无偿捐赠

用于第29届奥运会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

增值税；二是对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用于第 29 届奥运会

的体育场馆建设所需设备中与体育场馆设施固定不可分离的

设备以及直接用于奥运会比赛用的消耗品，免征进口关税和

进口环节增值税；三是对组委会进口的其他特需物资，包括

国际奥委会或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指定的，国内不能生产或性

能不能满足需要的体育器材、医疗检测设备、安全保障设

备、交通通讯设备、技术设备，在运动会期间按暂准进口货

物规定办理；四是对国际奥运会、国际单项组织和其他社会

团体等从国外邮寄进口且不流入国内市场的、与第 29 届奥

运会有关的非贸易性文件、书籍、音像、光盘，在合理数量

范围内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五是对奥运会场

馆建设所需进口的模型、图纸、图板、电子文件光盘、设计

说明及缩印本等非贸易性规划设计方案，免征进口关税和进

口环节增值税。

（三）为支持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经国务院批准，对

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总会和省级人民政府接

受的，由境外捐赠人无偿向我国捐赠的直接用于防治“非

典”的防护用产品、诊断设备、治疗和监护设备，免征进口

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在“非典”疫情结束之前，对境外

捐赠人无偿向我国捐赠的直接用于防治“非典”的救护车、

防疫车、消毒用车，予以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消费税。

（四）为支持科研事业发展，对中国科学院与欧洲核子

研究中心（CER N）合作利用强子对撞机进口A T LAS、CM S

高能物理实验项目，在 2001～2005 年内进口的物资，免征

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五）对已按国家规定程序批准的 42个重点国债技术改

造项目在2003年 9月30 日以前报关进口的设备，其关税按

1997 年12月 31 日颁布的《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

商品目录（试行）》执行，进口环节增值税按现行规定执行；

对此前按该政策可免的已征关税税款予以退还，但对以此为

税基征收的进口环节增值税税款不予退还。有效期至2003

年12月31 日。

（六）为支持拆船业的发展，对“拆船企业进口废船进

口环节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有效期延长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七）对边境小额贸易涉及的进口实施反倾销措施、保障

措施商品，明确规定，在实施措施期间，不再执行边贸进口税

收政策，一律照章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八）自2003年1月 1 日，停止执行对部分列名进口农

药（成药、原药）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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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税调整及成效

为履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关税减让义务，自 2003 年 1

月1 日起，下调了近5 000个税目的进口关税税率，关税总

水平从12% 降低到11% 。同时为适应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

政府部门加强进出口管理的需要，通过增列税目、制订暂定

税率等方式，适当调整进口关税税目，降低部分国内资源不

足原材料及国内尚不能生产的关键零部件的进口税率，为国

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003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8 512亿美元，其中一般

贸易进口1 835亿美元，全年海关征收进口关税及进口环节

增值税共计3 712亿元，比 2002 年增加1 121亿元，增长

43% 。2003年关税税率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履行 W TO 关税减让义务。就履行承诺而言，到

2003年，67.4% 的税目（近5 000个）的税率已调整到位，

即已达到我国承诺的最终约束税率。我国关税总水平由

12% 下降到11% 。下降幅度为8.3% 。其中：农产品平均税

率由18.1 % 降低至16.8% ，工业品平均税率由11.4% 降低

至10.3%。

（二）关税配额产品税目、税率的调整。2003 年仍维持

对小麦等10 种农产品和磷酸二氨等3 种化肥实施关税配额

管理，配额内税率维持不变，配额外税率根据承诺有所下

降。
（三）实施“ITA 协议”的关税税率。根据承诺，2003

年我国对 256 个税目实行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即：ITA 协

议）税率，其中 90 个税目的税率降为零，平均税率降为

1.5% 。另外，取消要求进口商向信息产业部申请最终用户

证明的做法，改为由海关要求进口商提供所进口设备符合用

于信息产品范围的相关证明的国际通行做法。

（四）暂定税率的调整。2003 年对204种产品实行年度

暂定最惠国税率，平均税率水平6.37% 。

（五）曼谷协定税率。根据相关协议，2003 年我国对原

产于韩国、斯里兰卡、孟加拉和老挝四国的757 个税目的进

口商品实行比最惠国税率更优惠的区域性协定税率。对联合

国确认的最不发达国家孟加拉、老挝进口的 20 种商品给予

特别关税优惠。

（六）中泰果蔬零税率的安排。根据中泰双边协议，自

2003 年10 月 1 日起，中、泰两国对早期收获产品中税则的

第7、8章的产品，即蔬菜、水果提前实施了零关税。

四、反倾销、保障措施实施情况

（一）反倾销。2003 年，我国反倾销共立案 6 起，涉及

产品分别为：乙醇胺、三氯甲烷、氯丁橡胶、非色散位移单

模光纤、锦纶长丝和水合肼等六种产品。共涉及日本、美

国、德国、伊朗、马来西亚、墨西哥、中国台湾、韩国、印

度、欧盟和法国等国家和地区。涉案金额约5亿美元。

2003 年，我国共对11个反倾销案件做出终裁，涉及聚

酯切片、涤纶短纤维、丙烯酸酯、己内酰胺、铜版纸、邻苯

二酚、苯酐、初级形状丁苯橡胶、冷轧板卷、聚氯乙烯和甲

苯二异氰酸酯等11种产品。共涉及韩国、印尼、马来西亚、

新加坡、日本、德国、俄罗斯、荷兰、比利时、芬兰、欧

盟、印度、中国台湾、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家和地区。

涉案金额约35亿美元。

（二）保障措施。自 2003 年 1 月 17 日开始，热轧普薄

板、冷轧普薄板（带）、彩涂板、无取向硅电钢和冷轧不锈

薄板（带）等5类27 个税号的进口钢铁产品已陆续达到保

障措施确定的配额量。我国开始对上述钢铁进口产品，除按

最惠国关税税率征收关税外，还按不同类别加征 10.3 % ～

23.2% 的关税。

2003年5月23 日，本次钢铁保障措施第一阶段（2002

年5月24日至2003 年5 月 23 日）实施结束。2003 年 5 月

24日起，开始第二阶段（2003 年 5 月 24 日至 2004 年 5 月

23 日）的实施。第二阶段，上述钢铁产品加征关税税率均

降低8% ，即对上述5 大类 27 个税号的钢铁按不同类别征

收9.5% ～21.3% 的关税。

此外，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于2003 年 1 月、5 月和

11月三次发布公告，对部分国内不能生产或数量质量不能

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钢铁产品，配额到量后不加征关税。主

要涉及上述 5 大类 15 个税号的产品，其中冷轧不锈薄板

（带）排除产品最多。

2003 年12月，美国和欧盟分别撤销其钢铁保障措施，

我国钢铁产业严重损害的威胁不再存在，经国务院批准，

2003年12月 26日，我国终止对上述 5 大类27 个税号的钢

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

五、多边、区域及双边关税互惠谈判进展

（一）W TO 相关工作。

1.W TO 范畴的关税谈判。W TO 框架下的关税谈判主要

包括新一轮多边谈判、与要求加入国家的市场准入谈判等。

（1）新一轮多边关税谈判。2003 年9月第5次 W TO 成

员国贸易部长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会议目的是对前半程

谈判进行总结，并通过部长会议解决一些谈判中的难题。

中国首次作为成员参加多边贸易谈判，在农业、非农产

品、新加坡议题等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立场得到广

泛关注。特别是财政部提出的非农产品关税减让公式（即中

国公式）、新成员关注以及其他关税削减建议，成为谈判中

最受关注的内容，并被谈判组主席采纳，成为进一步谈判的

基础。

（2）与要求加入W TO 的国家进行市场准入谈判。与申

请加入 W TO 的国家进行双边市场准入谈判，有助于扩大我

国产品和服务对这些国家的市场准入，促进我国对外出口和

市场多元化战略目标的实现。目前，共有 29 个国家申请加

入W TO。我国已于2002 年3 月、4月分别向俄罗斯、越南

提出双边市场准入谈判要求，并于2003 年8月向其他27 个

申请加入国家中的25 个提出同样要求。在申请加入的国家

中，俄罗斯、乌克兰、越南、沙特与中国政治、经济关系最

为密切，双边贸易额较大，是我国进行谈判的重点。经国务

院批准，中国已与俄罗斯、乌克兰、越南、沙特开展双边市

场准入谈判。财政部主要负责研究提出关税谈判方案，并参

加有关谈判。

2.开展对其他成员的贸易政策审议。包括对贸易体制

和政策的评价、指出其体制中有悖于 W TO 原则的措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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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改正不当政策措施，以利于其他成员产品出口。这之中

与财政有关的领域包括关税、税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

金融服务、出口限制等。2003 年中国收集了有关信息，完

成了对美国等成员的审议。

（二）曼谷协定框架下的有关谈判。《曼谷协定》是我国

参加的第一个区域性多边贸易组织。其第三轮谈判于 2002

年底正式启动，旨在进一步扩大成员之间关税减让的产品范

围、提高关税减让的幅度，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长。

根据第七次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报国务院

批准的谈判方案，中方在曼谷协定第十九、第二十次常委会

期间，分别与韩国、斯里兰卡和孟加拉进行了两轮双边关税

减让谈判，并交换了出、要价单。

（三）中国-东盟10 + 1 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2002 年

11月 4 日，在中国 - 东盟第六次领导人会议（柬埔寨）期

间，朱镕基总理与东盟 10 国领导人分别签署了《框架协

议》，这标志着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

根据中泰两国在《框架协议》“早期收获”方案下加速取消

关税有关协议的规定，自2003 年10月1 日起，双方对《税

则》第7、第8章的产品，即蔬菜、水果实施零关税。

根据《框架协议》的规定，中国与东盟9国间（东盟国

家中菲律宾因国内问题，暂时不参加）先期降税的“早期收

获”安排于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根据协议，我国的

“早期收获”方案产品范围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

则》1～8章的产品，共 571 个税目，以及我国与印尼、马

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文莱等国双边适用1～8 章以外的

少量产品，共22个税目。“早期收获”产品 2004 年的降税

模式是，对 2003 年最惠国税率高于 15% 的产品税率降为

10% ，税率在5% （含）～15% （含）之间的产品税率降为

5% ，税率低于 5% 的产品实行零税率。根据协议的规定，

东盟9国中文莱、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等

国于2004 年1 月 1 日起实施“早期收获”降税安排，老挝、

缅甸、柬埔寨于2006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对“早期收获”产

品进行降税。

另外，在 2001 年 11 月第五次中国 —东盟领导人会议

上，我国领导人宣布中国将向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的部

分产品提供特殊优惠关税待遇。特惠安排的内容为自 2004

年1月1 日起对自老挝进口的220项产品、自柬埔寨进口的

330项产品以及自缅甸进口的 131项产品实施零税率。为防

止意外情况发生，在给三国的正式换文中，规定了如出现进

口激增从而损害或威胁国内产业的情况，我国将取消特惠、

恢复正常关税的保障性条款。

（四）内地—香港经贸关系。《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香港安排》）于 2003 年 6

月29日在香港正式签署。《香港安排》主要包括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和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三项主要内容。《香港安排》

明确了应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

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

所有歧视性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货物贸易部分，规定了香港继续对原产于内地的所有进

口货物实行零关税。内地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对《香港

安排》附件1表1规定的273个税目的商品实行零关税；并

将不迟于2006 年 1月 1 日，对其他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

行零关税。双方将不对原产于对方的进口货物采取与世界贸

易组织规则不符合的非关税措施，内地将不对原产于香港的

进口货物实行关税配额，双方将不对原产于对方的进口货物

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服务贸易部分，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内地向香港开

放部分服务业。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金融和旅游方面的合

作，并鼓励专业人员资格的相互承认，推动彼此之间的专业

技术人员交流。

此外，双方将通过提高透明度、标准一致化和加强信息

交流等措施与合作，加强在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商

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透

明度，中小企业合作，中医药产业合作等七个方面的合作。

（五）内地—澳门经贸关系。《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以下简称《澳门安排》）的磋商于

2003年6月 20 日在北京启动，2003 年10月17 日在澳门正

式签署。

《澳门安排》的文本、内容及文字基本参照《香港安排》

拟订，其中少数地方根据澳门的实际情况作了调整：对比

《香港安排》中享受货物贸易零关税的产品必须符合直接运

输规则，即只有从香港直接运送至内地的货物方可享受零关

税优惠，《澳门安排》中的相应规定是，满足下列三种情况

的澳门产品可视同符合原产地的直接运输规则，一是货物直

接从一方运输至另一方口岸。二是货物经过香港运输，但仅

是由于地理原因或运输需要并未进入香港进行贸易或消费及

满足除装卸或保持货物处于良好状态所需的工作外，在香港

未进行任何其他加工。三是经过香港运输的货物，应向申报

地海关提供在出口方签发的联运提单、出口方发证机构签发

的原产地证书、货物的原厂商发票等相关证明文件。

（财政部关税司供稿，叶 绿执笔）

中 央 预 算

一、中央预算收支总体完成情况

2003 年中央财政收入（不含政府性基金）12 483.83亿

元，完成预算的104.6% 。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收入11 865.27

亿元，完成预算的104.7% ；地方财政上解中央收入618.56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9% 。中央财政支出（不含政府性基

金）15 681.5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6% 。其中中央财政

本级支出7 420.10亿元，完成预算的103.0% ；补助地方支

出8 261.4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4.1% 。中央财政收支相

抵，赤字3 197.68亿元。

二、中央财政本级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2003 年中央财政本级收入11 865.2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4.7 % ，超收532.07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各项税收收入 11 604.04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8% ，超收423.1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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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值税收入 5 425.55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2.9% ，

超收152.25亿元。主要是2003年国民经济和工业增加值继

续保持较高增长，相应带动了增值税收入的增加。

2.消费税 1 182.26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0.5% ，超收

112.26亿元。主要是烟草、汽车和摩托车等消费激增，相

应增加了消费税收入。

3.进口产品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 3 711.72 亿元，完

成预算的143.3% ，超收1 121.72亿元。主要是一般贸易进

口大幅增加（同比增长 45.4% ）和海关加强监管，相应增

加了收入。

4.营业税76.89亿元，完成预算的59.1% ，短收53.11

亿元。主要是金融保险企业营业税税率继续下调一个百分点

对财政收入影响超过预期，以及为减轻“非典”负面影响而

减征了铁道营业税。

5.企业所得税1 740.71 亿元，完成预算的 93.6% ，短

收118.69亿元。主要是银行专项上缴收入减少，相应减少

了收入。

6.个人所得税 850.7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9% ，略

有超收。

7.车辆购置税 468.16 亿元，完成预算的 120% ，超收

78.16亿元。主要是 2003 年国内汽车市场购销两旺，相应

增加了收入。

8.外贸企业出口退税 1 988.5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72.9% 。主要是2003 年外贸出口增势强劲，同时为配合出

口退税机制改革，支持外贸发展，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了对

出口退税的支持力度，大幅度增加了出口退税指标。

9.证券交易印花税123.87 亿元，完成预算的 72.9% 。

主要是2003 年前三季度受种种因素影响，证券市场持续低

迷，交易量大幅下降，相应减少了收入。

（二）企业亏损补贴 32.34 亿元，完成预算的 64.7% 。

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有所好转，执行中相应核减了对

有关企业的补贴额。

（三）其他收入291.73 亿元，完成预算的145.9% ，超

收91.73亿元，主要是 2003 年将商务、人事等部门和单位

的1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预算管理，相应增加了收入。

三、中央预算本级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

2003 年，中央财政本级支出 7 420.1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 。中央本级预算支出主要项目的完成情况是：

（一）基本建设支出 1 522.7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3.7% 。主要是在预算执行中增加了一些党中央、国务院

确定的重大项目支出和基建支出中列中央本级的部分增

加。
（二）企业挖潜改造资金 42.1 亿元，完成预算的

209.2% 。主要是用国债资金安排的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增加。

（三）科技三项费用 226.26亿元，完成预算的 98.8% 。

主要是预算执行中根据项目评审论证结果确定具体承担单

位，其中部分项目由地方单位承担，项目资金通过地方财政

拨付，原列中央本级支出的预算指标相应下划地方。

（四）地质勘探费25.58 亿元，完成预算的 76.5% 。主

要是原列中央本级支出的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预算在执行中

部分下划地方，相应增加补助地方支出，减少中央本级支

出。
（五）工业、交通、流通部门事业费 84.51 亿元，完成

预算的106.5% 。主要是执行中追加了工交部门“非典”防

治经费、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业务经费、全国劳模生活困难

补助和特殊困难帮扶资金。

（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 135.59 亿

元，完成预算的107.1% 。主要是预算执行中追加了农业部

直属垦区“非典”防治经费、天然林保护工程经费、森林火

灾扑救经费等。

（七）教育支出240.2亿元，完成预算的 97.6% 。主要

是将原列中央本级支出的中央地方共建高校专项资金、补助

地方免费提供教科书资金、边境办学和寄宿制学校改造资

金、补助职业教育资金等部分教育事业费在预算执行中下划

地方，相应增加补助地方支出，减少中央本级支出。

（八）科学支出190.99亿元，完成预算的 102% 。主要

是增加了科技部科技基础条件大平台建设经费、防治“非

典”攻关组设备购置经费等项支出。

（九）医疗卫生支出22.07 亿元，完成预算的110.4% 。

主要是预算执行中增加了“非典”防治有关经费。

（十）文体广播事业费 54.68亿元，完成预算的 102% 。

主要是增加了国家海洋局海洋事业费、新疆应急工作经费、

“三中”全会前荣获世界冠军老运动员医疗保健专项资金、

中央国家机关工会干部培训中心开办费等项支出。

（十一）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5.13亿元，完成预算的

250.2% 。一是在预算执行中增加了中医药集团援港医药物

品采购资金、残疾人事业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经费；二是将

原列补助地方专款预算的救灾帐篷采购资金、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资金等项支出，在预算执行

中上划中央本级，相应增加支出。

（十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144.4 亿元，完成预算的

375.9%。一是原列中央补助地方支出的企业关闭破产支出

在执行中上划中央本级，相应增加支出；二是执行中中央财

政用超收收入安排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76.59亿元。

（十三）行政管理费 400.63 亿 元，完 成 预算 的

101.3 % ，与预算基本持平。

（十四）公检法司支出 70.74 亿元，完成 预算的

112.7 % 。一是在执行中增加了公安部出入境证照印制经费

等项目支出；二是将年初预算列中央补助地方专款的公安部

技侦装备专项经费在预算执行中上划中央本级。

（十五）外交外事支出 68.13 亿元，完成预算的 97% 。

主要是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改造实施方案未定，工程延期，改

造经费结余。

（十六）对外援助支出 52.2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 % ，

与预算持平。

（十七）政策性补贴支出 237.49 亿元，完成预算的

79% 。主要是国家储备棉花利息费用补贴等据实结算支出项

目支出低于年初预算，使政策性补贴支出减少。

（十八）其他部门事业费 50.5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6% 。主要是增加了审计署电力审计专项经费、恢复和

振兴中国旅游业补助经费、国家证监委认证认可专项经费、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中国藏语佛教寺院专项经费等项支出。

（十九）其他支出 192.03 亿元，完成预算的 90.9% 。

主要是国税总局代征代扣代缴手续费等据实结算项目年底清

算数低于年初预算，支出相应减少。

（二十）教育费附加支出1 500万元，完成预算的75% 。

主要是部分经费在预算执行中下划地方，相应增加补助地方

支出，减少中央本级支出。

（二十一）行政事业离退休支出 89.33 亿元，完成预算

的102.5% 。主要是根据国务院决定，从2003年7月1 日起

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和增加离退休人员离退

休费，离退休支出相应增加。

（二十二）债务利息支出 955.19 亿元，完成预算的

98.9%。

（二十三）车购税收入安排的支出 465.19亿元，完成预

算的120.2% 。主要是车辆购置税收入增加，列支用于公路

建设方面的支出也相应增加。

（二十四）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支出，年初预算为 30

亿元，执行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文件的精神和预算外资

金管理改革的具体方案，在预算执行中列入相关支出科目。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孙翠杰、罗 云执笔）

地 方 预 算

我国地方预算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

（市、州、盟）、县（旗）、乡（苏木）四级预算组成。2003 年省级

单位36个（不包括台湾、港澳，下同），地级单位333 个，县级

单位2 861个，乡级单位 38 290 个。2003 年，地方财政本级

一般预算收入9 849.98亿元，完成预算的107.4% ，比上年增

加1 334.98亿元，增长15.7%（同口径增长20.5% ）；地方财

政本级一般预算支出 17 229.85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4.4% ，

比上年增加1 948.39亿元，增长12.8% 。

一、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情况

2003 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速度。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值税完成1 810.99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0% ，

比上年增收263.61 亿元，增长17.0 % ，主要是在国家宏观

调控政策的持续作用下，经济形势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内需、外需增长强劲，使全年工业增加值增长较快，带动增

值税保持较快增长。

（二）营业税完成2 767.56亿元，完成预算的107.1 % ，

比上年增收427.53 亿元，增长20.6% ，主要原因，一是受

国家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等政策的影响，服务业的营业税增

收较多；二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

的快速增长，扩大了税基，使建筑安装业营业税增收较多。

（三）企业所得税（不含企业所得税退税、国有资产经营

收益。下同）完成1 043.50亿元，完成预算的107.2% 。主要

是受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较快的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保持了较

好的增长水平，利润增幅较大，企业所得税相应增收较多。

（四）个人所得税完成 567.25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1.9%。

（五）契税完成 358.05 亿元，完成预算的 132.6% ，比

上年增收118.97亿元，增长 49.8% ，主要是房地产市场供

需两旺、市场活跃，全国房地产竣工面积增长较快，交易价

格提升，契税税源增加，带动契税收入增加。

（六）农业税（含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完成423.82 亿

元，完成预算的 88.3 % ，比上年增收 6.20 亿元，增长

1.5% ，主要原因一是部分地区取消了农业特产税；二是一

些地区受灾严重，农业税减收较多。

（七）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完成1 145.37 亿元，完成

预算的 116.2% ，比上年增收 236.56 亿元，增长 25.9% ，

主要原因，一是2003 年将一部分原在预算外管理的行政性

收费纳入预算管理，使行政性收费收入增收较多；二是国家

进一步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加大打击走私、骗税等经济犯罪

的力度，使罚没收入增收较多。

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分别为

16.8% 、13.0% 和15.3% （同口径分别为18.1% 、24.8%

和15.3% ）。31个地区中，收入增长幅度超过 23% 的有 5

个，依次是重庆、上海、浙江、江苏和山西；增幅低于

10% 的有4个，依次是广东、广西、黑龙江和湖北。最高和

最低增幅间相差21.5个百分点。

2003年地方财政收入保持较高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

2003 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宏观经济的

质量与效益不断提高，工业生产增速加快，企业经济效益明

显好转，在此基础上，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二是国家继

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等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固定资

产投资大幅增长，消费需求稳步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逐渐增强，保证了税收收入快速、稳定增长；三是各地区、

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方针政策和十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对财政经济工作提出的要求，积极克服非典疫情对

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加强收入监控，加大征管力度，挖掘

增收潜力，保证了财政收入的较快增长；四是各级财政部门

在年度执行中间，将一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从预算外纳入预

算管理，使非税收入增长较快，比年初预算有较大超收。

2003 年是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第二年，根据国务院规

定，中央与地方对所得税收入分享比例由各分享 50% 改为

中央分享60 % ，地方分享 40% 。全年中央加地方所得税收

入完成4 467.51亿元，其中，企业所得税完成 3 049.53 亿

元，个人所得税完成 1 417.98 亿元。剔除铁路运输企业等

缴纳的中央专享收入 430.45 亿元，纳入共享范围的企业所

得税完成2 619.08亿元，比上年增加382.75亿元，比核定

基数增加641.09亿元。2003 年地方未完成企业所得税收入

基数的有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情况

2003 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完成预算为104.4% ，比

去年同期增长12.8% ，超支的主要原因：一是2003 年7 月

1 日起，调整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使地方财政工资

性支出增加较多；二是各级财政继续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

向社保、教育、卫生、文化和抚恤等方面倾斜，重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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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支出得到了有力保障；三是一部分行政性收费从预算外

纳入预算管理，原在预算外列支的相应支出改为预算内列

支。分项目完成情况是：基本建设支出 1 906.53 亿元，完

成预算的 108.2% ，比上年增长 0.9% ；教育事业费支出

2 697.14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0% ，比上年增长 10.8% ；

科学事业费109.80亿元，完成预算的 98.2% ，比上年增长

11.1% ；行政管理费支出 1 657.7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0.0% ，比上年增长15.5 %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支

出805.64亿元，完成预算的105.1% ，比上年增长14.2% ；

公检法司支出1 230.59亿元，完成预算的 108.6% ，比上年

增长18.2% ；支农支出 999.2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4.3% ，

比上年增长 119.3%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 493.69

亿元，完成预算的123.4% ，比上年增长33.3% ；社会保障

补助支出1 117.72 亿元，完成预算的 96.4% ，比上年增长

16.3% ；政策性补贴支出 379.7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3.9% ；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 155.9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9% ，比上年增长10.6% 。

分地区来看，2003 年，在全国 31 个地区中，有 13 个地区

一般预算支出的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支出增长

幅度超过20% 的地区有3个，依次是上海、山西和江苏；增幅

低于5% 的地区有 5 个，依次是四川、陕西、青海、新疆和宁

夏。最高和最低增幅间相差33.9个百分点。

2003 年，地方财政在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同时积极

优化支出结构，确保重点支出需要。一是支持解决“三农”

问题，促进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全国各地全面

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农民平均负担减轻 30% 以上；加快了

取消农业特产税试点步伐，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福建、广东、河南、四川等十几个省（市）基本

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内蒙古、河北、安徽、吉林、湖南、湖

北、河南、辽宁、江西等九个省份进行了对种粮农民直接补

贴的试点，推动了粮食企业改革。二是支持加强再就业和社

会保障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加大了对就业和再就业、“两

个确保”和“低保”、帮助部分特殊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

问题等工作的支持力度。三是加大对社会事业投入，促进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2003 年执行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

视的问题，如，财政支出结构仍不够合理，对社会事业发展

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部分地区基层财政还比较困

难，一些地方仍存在欠发工资等现象。等等。

三、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分级完成情况

（一）收入分级情况。2003 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9 849.98亿元。其中，省级收入 2 482.81 亿元，占

25.2% ；地市级收入3 572.72亿元，占36.3% ；县级收入2

501.50亿元，占 25.4% ；乡镇级收入 1 292.96 亿元，占

13.1%。
主要收入项目分级完成情况见下表：

单位：亿元，%

（二）支出分级完成情况。2003 年，地方财政一般预

算支出17 229.85亿元。其中，省级支出4 553.93亿元，占

26.4% ；地市级支出 5 314.27 亿元，占 30.8% ；县级支出

5 780.43亿元，占 33.5% ；乡镇级支出 1 581.20 亿元，占

9.2%。
主要支出项目分级完成情况见下表：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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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财政亿元县、赤字县情况。2003 年，地方

财政本级一般预算收入超亿元的县共计718个。其中，亿元

县数最多的为山东省，有 87 个。

2003年，地方一般预算赤字县共计 651 个，比上年减

少55个。赤字县数最多的为新疆，有70个；北京、天津、

吉林、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 7 个省（市）没有赤字

县。

四、中央补助及转贷地方国债资金使用情况

2003年，中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用

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等方面。其中，中央拨付地方国

债补助资金606 亿元（含用上年结余安排，下同），补助资

金累计结余 424 亿元；中央拨付地方国债转贷资金 205 亿

元，转贷资金累计结余51亿元。

在中央拨付地方国债补助资金中，用于基本建设方面的

为579亿元，实际支出579亿元，补助资金累计结余121 亿

元；用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的为27 亿元；实际支出

27 亿元；用于环保和生态建设方面的为95 亿元，实际支出

95 亿元；用于教育、文化施设方面的为59亿元，实际支出

59亿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64亿元，实际支出

64亿元；用于公路交通等建设61亿元，实际支出 61亿元。

在中央拨付地方国债转贷资金中，用于基本建设方面的

为177亿元，实际支出 177 亿元，转贷资金累计结余 51 亿

元；用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的为28 亿元，实际支出

28亿元；用于环保和生态建设方面的为9亿元，实际支出 9

亿元；用于公路交通方面的为70 亿元，实际支出 70 亿元；

用于城市设施建设方面的为70亿元，实际支出70亿元。

1998～2003 年，中央转贷地方国债资金为1 967.20 亿

元，其中，转贷东部地区 912.92 亿元，占转贷总额的

46.4% ；中部地区568.93 亿元，占转贷总额的28.9% ；西

部地区 485.35 亿元，占转贷总额的 24.7% 。1998～2003

年，中央安排的国债补助资金为 3 371.42 亿元，其中，补

助东部地区656.31亿元，占补助总额的 19.5% ；中部地区

978.89亿元，占补助总额的 29% ；西部地区 1 736.22 亿

元，占补助总额的51.5% 。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周 娅执笔）

国 库 管 理

一、继续大力推进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一）进一步完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体系。1.完善年终

结余资金管理办法。针对中央和地方大规模实施财政国库管

理制度改革后，大量保留在国库的未支用资金的管理和会计

处理问题，制定《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年终预算结余资金

管理暂行规定》和《地方财政实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年

终预算结余资金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解决了改革过程中

出现的暂时性问题，并首次在地方总预算会计核算中引入了

权责发生制要素，完善了新制度体系对预算执行的核算。

2.完善支出支付管理制度。制定《财政部关于中央单位财

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的补充通知》，解决

了财政授权支付对账单、预算科目更正等问题；修订《车辆

购置税交通专项资金财政直接拨付管理办法》，为扩大车购

税交通专项资金财政直接拨付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3.完

善银行账户管理制度。修订《中央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办法补

充规定》、《关于重新清理和规范中央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试点部门银行账户的通知》等，加强了对中央单位银行账户

的规范化管理。4.完善代理银行有关管理办法。制定《中

央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招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对中

央财政国库集中收付的代理银行招投标行为作了规范；研究

制定《代理银行代理财政业务付费管理办法》，以解决银行

代理费问题。

（二）扩大和深化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改革从预算

外资金收缴管理改革着手，对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政府性基金和罚没收入等政府非税收入的收缴管理方式

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是取消各部门、各单位的收入过渡性账

户，收入收缴实行直接缴库或集中汇缴。1.做好收入收缴

改革试点具体实施工作。截至 2003 年底，财政部共确定三

批35 个收入收缴改革试点部门。为20个部门开设了中央财

政汇缴专户112 个，为其中 18 个部门所属的 243 个中央执

收单位安装了非税收入收缴执收单位开票软件。中央财政专

户累计实现收入75.52亿元，其中，预算内资金收入73.28

亿元，占收入总额的97% ，预算外资金收入2.24亿元，占

收入总额的3% 。2.从 2003 年初开始，按月定期编报《收

入收缴改革执行情况简报》。该简报便于相关部门掌握试点

收入的执行情况，为更有效地管理财政资金提供决策依据。

3.对地方改革试点进行专题调研。对地方收入收缴应用软

件、收费、收缴改革试点等分别进行了专题调研。4.做好

改革的有关培训和宣传工作。分别对试点部门、代理银行、

地方财政部门等就收入收缴改革方案、试点办法、业务操

作、软件使用等内容进行培训，使各有关方面了解改革的意

义、掌握操作方法，保证了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扩大和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2003 年是国库集

中支付制度改革实施以来，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最大、成效最

为显著的一年。截至12月底，共有82个中央一级预算单位

纳入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范围，占到部门预算单位总数的一半

以上，涉及基层预算单位1 288个，分别比上年增加40 个和

585个；纳入改革的资金由656亿元增加到1 202亿元（含非

试点单位政府采购和工资统发，下同）。共计支付资金 995

亿元。1.做好原有 42 个部门的改革试点工作，将一些试点

部门的预算单位级次实施到四级单位，保持了改革的连续

性，巩固了改革成果。2.选定 40 个新增改革试点部门，进

行改革动员，并多次组织政策和业务培训，认真做好改革的

各项基础性准备工作。3.做好支付方式和范围划分工作。

按照在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两上两下”的操作规程，对

新增和原有试点部门进行了规范的资金支付方式和范围划分

工作，对试点部门纳入改革的预算单位级次、资金数量和资

金支付方式、账户设置等事项通过印发文件进行了规范和明

确。4.做好代理银行有关工作。招标选择了 3 家直接支付

代理银行（原有 2 家）、5 家授权支付代理银行（原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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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跟踪代理银行支付，确保资金汇划及时、准确和安全；

加强调查研究，调研代理银行支付结算情况，协调解决代理

银行问题，研究制定了“代理银行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督促代理银行严格执行代理协议、改进管理和服务。5.工

资统发。2003 年共统发工资 4.2 亿元，统发部门 97 个，统

发人数2.6万人。工资统发保证了工资的及时准确发放。6.

政府采购资金、车辆购置税交通专项资金继续实行财政直接

拨付改革；以财政授权支付方式对总装备部和总参谋部有关

单位的国防支出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

（四）大力指导和推动地方改革。1.召开全国财政国库

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会议，通报国库

管理和改革进展情况，交流工作经验，提出推进改革的意见

和要求。2.对各地上报的改革方案进行审核修改，保证地

方改革符合《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坚持正确的改

革方向。及时了解和督查地方改革进展情况，并对地方财政

国库部门进行业务培训。3.制定《财政部关于深化地方财

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对地方推进财政国

库管理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阶段目标、改革模式以及积极

稳妥地搞好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转轨等问题，

提出了明确要求。截至 2003 年底，全国已有 26 个省份、

607个省级预算单位及3 300多个基层单位、120 个地市和

300多个县级实施了改革试点，为“十五”期间全面推行财

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五）建立健全财政国库动态监控体系。1.强化国库动

态监控。通过国库动态监控，及时发现了改革试点资金支付

中的违规或不规范操作等问题。截至2003 年 12 月 31 日，

共发现61个试点部门、427 个试点单位发生违规和不规范

支付财政资金问题，涉及金额29.6 亿元。核查发现的问题

引起了相关单位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并使主管部门注重了

加强和规范对财政资金的管理。2.监控必须“技高一筹”，

进一步完善财政国库动态监控系统，实现了监控信息集中统

一管理，提高了国库监管的技术水平。3.通过定期对动态

监控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从宏观上总体把握财政资金的安全

规范有效使用情况，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进一

步完善了国库动态监控管理。4.综合运用委托社会中介机

构等多种核查方式，加大了对违规问题的核查力度；及时通

报国库动态监控情况，加强宣传工作，增强了财政国库动态

监控的社会认知度。

（六）加强国库管理信息系统建设。1.扩展中央国库集

中支付系统功能，建立国库外围信息交换平台，初步构建了

财政国库部门与试点部门、代理银行的网络化管理体系。实

现了部门财政直接支付和用款计划的网上申报及自动审核、

与代理银行的网上信息交换、预算单位的网上查询和对账等

功能，为建立高效、快捷的国库收付管理模式奠定了基础。

2.组织修改完善部门版软件，推出了 4.0 版本。完善后的

软件功能允许上级单位直接修改下级单位的用款计划，增加

了预算指标控制、用款计划和直接支付申请的网上传输、支

出月报以及基本信息、银行开户申请等功能。3.统一地方

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建设应用标准，开发了全国通用的基本版

本。按照实用性、灵活性和可扩展性的原则，全面论证设计

了地方国库支付系统，初步统一了应用标准，开发了全国通

用的基本版本，并已在青海、黑龙江两省试运行。4.着手

论证设计新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按照系统开发要有前

瞻性、做成大系统的原则，新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将分

别与中央和各地的国库总账系统集成，增加收入分成、收入

退付等急需功能。5.规范系统业务操作流程，研究确定了

退票处理、跨年资金退回、单位所属关系变更及调账处理、

用款计划调整、明细预算控制、基础信息及账户变更管理、

结余资金处理等业务事项的系统处理，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内

部业务处理流程。

二、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管理水平

（一）继续做好预算执行分析工作。2003 年，为保证国

家决策部门能在最早的时间内掌握准确的预算执行情况，财

政国库部门对中央与地方国库系统之间的网络进行了完善，

加快了数据报送速度，在保证数据准确无误的前提下，报送

时间比以往有较大提前，每月的财政收支快报在下一个月的

9号左右就能报送到国务院。同时，国库司（局）加强了与

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召开地方预算执行分析会，具体了解

各地预算执行情况，及时发现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

议。
（二）继续做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相关事项。根据中

央与地方所得税分享比例调整情况，财政部及时做好跨地区

共享所得税收入中央与地方划解、分配工作。为保证历年中

央、地方及分省收入数据的可比性，在有关单位的配合下，

对全年各旬、各月的上年基数按新的分配方案作了较为准确

的测算调整，更真实地反映了各当期财政收入增长情况。

（三）充分保证中央资金拨付与地方资金调度。财政国

库部门安排专人跟踪和负责每一个中央部门的经费从会签追

加预算文件到拨款的全过程。加强与各中央部门的详细对

账，保证对各中央单位和地方财政部门拨款的合理、准确和

及时。同时，通过改造“审核网”，完善了支付信息查询功

能，初步解决了“审核网”与“预算网”对接的架构设计和

参数匹配问题。

（四）做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部门指标管理、

用款计划批复及授权支付额度下达工作。在对纳入改革试点

的部门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资金范围进行确认后，

及时确认新增试点部门预算指标，审批各部门用款计划，并

及时下达授权支付额度。另外，还对 2002 年试点部门的结

余资金进行了测算、核对和确认。

（五）圆满完成2002 年中央财政决算草案和地方财政总

决算汇编工作，并对2003 年地方财政总决算进行布置，为

下一步财政决算管理制度改革和信息系统建设进行前瞻性探

索。
（六）做好行政事业单位决算布置和部门决算研究工作。

2003 年，因机构调整，行政事业单位决算业务划转到财政

部国库司（局）。为了做好工作，财政国库部门及时与相关

部门确定了工作协同机制，完成了报表体系设计、编报说

明、软件修改和下发及相关培训等工作，初步完成了 2003

年行政事业单位决算布置工作。同时，还研究提出了部门决

算近期、中期和目标模式三种预案，为下一步试编部门决算

做了初步准备。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三、认真做好总预算会计工作

（一）认真完成日常资金拨付和账务处理工作。克服由

于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后新旧拨款方式暂时并行运作，中

央本级预算单位的拆分和重组，以及支出科目进一步细化等

原因，给总预算会计资金拨付、核算、调度等工作带来的困

难，合理调度资金，确保了中央预算资金及时拨付到位。同

时，还完成了预算外资金的收缴，预算内外资金（包括外汇

资金、集中缴库资金）的账务处理，库款测算，与人民银行

国库局等部门和单位定期对账以及年终结账准备等工作，全

年中央预算内外资金拨款量达到了11 000多笔。为实现总预

算会计账务处理业务的规范化、现代化，2003 年，财政国

库工作正式启用账务处理系统与各代理银行之间的联网，各

银行电子回单实现了网上传输，提高了数据的安全性、准确

性，保证了数据的唯一性，增强了记账的及时性。

（二）严格做好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工作。完成

了2002 年中央预算单位账户清理整顿后续工作；制定了中

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财政审批工作程序；认真做好中央预算

单位银行账户审批、备案，中央预算单位的印鉴与账户管

理，账户审批有关政策补充和完善等工作；指导专员办做好

银行账户财政审批、备案工作；并加强了中央预算单位银行

账户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三）积极开展国库现金管理研究工作并进行有益尝试。

1.做好中央财政资金收支预测工作。完善了中央财政国库

资金基础数据库，做好中央财政国库资金运行规律分析，对

中央财政资金收支的现金流情况进行了预测。2.积极开展

国库现金管理研究工作。编写了《国库现金管理工作手册》，

起草了《外国政府国库现金管理工作与中国国库现金管理改

革（草案）》和《中国国库现金管理实施方案》，配合世行课

题组完成了《中国政府债券市场发展：政府现金管理》报

告。3.继续进行中央财政国库外汇现金管理尝试性市场操

作，为将来实施国库现金管理积累了经验。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王学军、孙卫清执笔）

政 府 采 购

一、加强制度建设

2003 年是《政府采购法》实施的第一年，为促进我国政府

采购制度改革工作由试点向全面推行的转变，依法开展政府

采购活动，财政部拟定了《关于全面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

意见》，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要求各部门、各地区要进一步提

高认识，稳步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逐步扩大政府采购规

模，加快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推进政府采购工作规范化管

理，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监督体系，切实提高管理水平。《意

见》为《政府采购法》的顺利实施，指明了方向，提出了目标，促

进了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的深入开展。

按照依法行政、依法采购的要求，2003 年，财政部修

改、制订、废止了一系列《政府采购法》的配套规章制度，

着力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指导和规范政府采购活动。

依据政府采购法，财政部废止了《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修改了《中央单位政府

采购管理实施办法》中与法律不一致的规定，与监察部联合

制定并颁布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集中采购机

构监督考核办法》，启动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起草

工作。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制定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

标管理办法》、《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供应商投诉

处理办法》、《软件政府采购管理办法》、《中央单位政府采购

管理实施办法》、《采购代理机构备案管理办法》等十几个办

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拟上报国务院，其他办法已陆

续颁布。

2003年，财政部还成立了政府采购合同范本编写组，

组织专家学者编写计算机、复印机政府采购协议供货、货物

政府采购以及工程政府采购等4个合同范本的编写工作。

政府采购法配套规章制度的陆续颁布和实施，为我国政

府采购制度改革沿着法制化轨道向纵深推进提供了制度保

障，为规范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二、扩大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模

《政府采购法》对政府采购的范围只作了原则性规定，

为明确法律的具体实施范围，财政部依据法律规定并结合中

央单位实际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拟定了《中央预

算单位2003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以下简称《目录

及标准》），明确政府采购范围，并报国务院颁布实施。《目

录及标准》将政府采购范围具体化。一是政府集中采购目

录，将中央单位通用的采购项目纳入目录内，实行集中采

购。二是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将部门或系统有特殊要求并且

具有批量的采购项目，纳入部门集中采购范围，由各部门实

行集中采购。三是单位分散采购项目，对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之外的采购项目，凡是单项或批量采购

金额达到80万元以上的货物或服务项目，以及 100 万元以

上的工程项目，由项目使用单位依法自行组织采购。四是政

府采购货物和服务公开招标数额标准，要求政府采购货物或

服务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达到 80 万元以上的，必须

采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

《目录和标准》拓宽了政府采购范围。过去中央单位的

政府采购范围主要是列入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2003 年则

是按照资金性质确定采购范围。凡是用财政性资金安排的采

购项目，属于政府采购目录以内和限额以上的采购项目，都

依法实行政府采购。财政部还增加了货物和服务的项目，并

将工程纳入政府采购范围。

由于政府采购范围扩大，2003 年中央单位（不含军队

和武警系统）的政府采购规模达到了262.8亿元，占当年中

央财政支出的3.5% ，比上年同期增长18.6% 。其中，国务

院系统政府采购规模为248.6 亿元（含政协、高检和高法参

加的协议供货），中直系统政府采购规模为13.4亿元，人大

系统政府采购规模为8 000万元。

2003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超过了预定目标，36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实施政府采购的预算为1 856

亿元，实际支付（采购规模）1 659.4亿元，节约预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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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亿元，资金节约率为10.6% ，采购规模比上年同期增

长64.4% ，分别占当年财政支出和 GDP 的 6.7% 和 1.4% ，

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2 个百分点和0.4 个百分点。

三、推进管采分离工作

自推行政府采购制度以来，财政部没有设立专门的集中

采购机构，2003 年，财政部加大工作力度，推进政府采购

管理机构与集中采购机构分离，也即“管采分离”，理顺了

政府采购管理体制。中央单位的管采分离，主要是职能分

离。2003 年初，财政部依据法律规定，将原来承担的政府

采购执行职能，全部移给各中央单位集中采购，率先完成了

管采分离工作。管采分离后，财政部开始全面履行政府采购

监督管理职责，包括政策制定、预算管理、信息管理、方式

管理、合同管理、供应商投诉受理、政府采购专业岗位任职

要求的规定、监督检查、违法违规行为处理、资金支付、集

中采购机构业绩考核、政府采购行政复议受理等。集中采购

机构的主要职责是，接受采购人委托，代理纳入政府采购目

录中的项目采购。

根据财政部的部署，地方政府采购的管采分离工作也取

得了阶段性进展。截至 2003 年底，全国 36 个地区中，32

个省市财政厅（局）成立了政府采购管理处，29 个省设置

了政府采购中心，全国25个地区完成了“管采分离”工作，

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分离和改制工作也正在紧张进行中。原来

设立在财政部门的集中采购机构从财政部门分离后，有的成

为政府直属机构，有的改制为事业单位或企业。具体模式

有：一是成立或改制为隶属省政府的事业单位，如深圳、黑

龙江等省市；二是挂靠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如河北、吉林

等省市；三是隶属省（市）国资委，如北京市；四是隶属政

府采购管理委员会，如天津、上海等。

四、指导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工作

（一）明确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工作要求。财政部于2003

年印发了《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单位2003 年政府采

购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和《财政部关于中央单位政府采购

工作中有关执行问题的通知》，对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工作提

出要求，明确《政府采购法》贯彻实施期间有关问题的处理

办法。

（二）指导集中采购机构的建设工作。国务院在《政府

采购法》颁布后，批准设立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以

下简称“采购中心”），作为中央国家机关的政府集中采购机

构，接受采购人委托，承办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项目的

采购。为尽快组建采购中心，及时开展 2003 年政府集中采

购工作，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财政部联合成立了筹建

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按照法律及国务院有关规定，就采购

中心职责、内外部制度建设、内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经

费预算等事项，共同研究，明确责任，逐项落实。采购中心

成立后，财政部依据职责指导采购中心开展采购活动，协助

采购中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和产生的问题。

（三）推广协议供货制度。针对集中采购机构承担的政

府集中采购项目多、人手少等实际情况，财政部积极推广协

议供货制度，改进传统“一事一招”的采购方法，提高单次

招标效率，即通过一次招标为有共同需求的各单位确定中标

供应商和中标产品，并在一定时间期限内允许有此需求的单

位直接向中标供应商采购。2003 年协议供货范围由原来的

计算机、复印机扩大到了传真机、电话机等品目，提高了采

购效率，满足了采购人的及时性和多样性需求。

（四）监督检查中央单位政府采购活动。财政部作为中

央单位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中央单位的政府采

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内容涉及有

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采购范

围、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采购人员的职业素质

和专业技能。同时，财政部还建立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制

度，对集中采购机构的采购价格、节约资金效果、服务质

量、信誉状况、有无违法行为等事项进行考核。

五、加强规范化管理

（一）强化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工作，增强计划性。2003

年，财政部扩大了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编制范围。各中央

部门及其所属机构都要按要求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政府采购

预算涵盖的专项采购项目由以前的100万元下调到80 万元，

新开工工程项目由以前的500万元下调到300万元，经常性

商品购置项目由以前的计算机、复印机、小汽车等5个品目

扩大到8个品目。财政部还专门作出规定，政府采购预算批

复后，对在部门预算编制期间漏报的政府采购项目，必须在

2003 年 7 月 1 日前补报政府采购预算；政府采购预算中的

采购项目，必须编制政府采购计划，提前制定政府采购预算

的实施方案；非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部门的政府采购项目

必须实行政府采购资金财政支付。这些措施扩大了政府采购

范围，增强了采购活动的计划性和监督管理的针对性，提高

了采购效率，硬化了预算约束。

（二）扩大信息发布范围，提高透明度。根据《政府采

购法》规定，除中标公告外，有关招标公告的更正、中标或

成交结果、邀请招标供应商资格预告等政府采购信息，都必

须在财政部指定的《中国财经报》、“中国政府采购网”和

《中国政府采购》杂志上，按照规范的格式披露。2003 年在

财政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政府采购信息数量为11 588条，比

上年增加了一倍。政府采购活动透明度明显增强，维护了信

息披露的公正性，也便于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三）严格政府采购方式审批，确立公开招标的主导地

位。财政部要求，凡是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达到 80 万元以

上的货物或服务采购项目，必须采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因

情况特殊确需采用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或询价

采购方式的，中央单位必须按照财政部制定的采购方式变更

申请表，在采购活动开始前获得财政部批准。2003 年中央

单位政府采购规模中，实行公 开招标的金额达到了

65.73% ，比上年提高了 20 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

57.2 % 高出 9个百分点，基本确立了公开招标的主导地位。

（四）中介机构代理政府采购业务实行登记制度，规范

代理行为。在中央单位政府采购执行队伍专业水平普遍偏低

情况下，为利用社会专业力量并规范其行为，财政部对有资

质并有意愿代理政府采购业务的社会招标机构进行登记。

2003年财政部组织了两期招标代理机构登记工作，共将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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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符合登记条件的招标代理机构名单印发各中央单位，并

在财政部指定媒体上公告，由中央单位根据情况自行选用。

财政部对招标代理机构的代理行为实施监督管理，对5 家招

标代理机构的不规范行为予以纠正。

（五）加强合同备案管理，监督采购活动。2003 年，财

政部加强合同备案管理，要求无论采购人直接与供应商签订

的政府采购合同，还是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以采购人名义代其

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都

要由采购人负责报同级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作为政府

采购的证明文件和申请拨款的依据。根据中央单位的实际情

况，财政部规定，凡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金额分

别达到150万元、300 万元、100 万元以上的，以及国库改

革非试点部门政府采购直接拨付项目，其采购合同及相关采

购文件在采购完毕后报财政部备案，其他采购合同交各部门

备案。

六、参加对外谈判和磋商工作

自从原关贸组织 1979 年《政府采购协定》制订以来，

一些国际性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将政府采购列入了双边或多

边投资贸易自由化谈判领域。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

诺，在成为W TO 成员后，将尽快启动加入《政府采购协

议》的谈判，在此之前要提高国内政府采购的透明度。1995

年我国政府向 APEC 作出单边承诺，在2020 年与 APEC 成

员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2003 年财政部参加政府采购市

场开放谈判和磋商的主要活动有：

（一）参加W TO 政府采购委员会培训和研讨活动，深

入了解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条件和程序，了解其他成员

的做法。

（二）参加 W TO 政府采购透明度工作组活动，对

《W TO 政府采购透明协议》的制定提出我方的立场和建议。

（三）参加 APEC“政府采购非约束性原则”审议活动，并

对APEC 政府采购透明度原则的制定表明立场，提出建议。

（四）接受入世承诺的审议，对美国、日本、欧盟等

W TO 成员就我国履行启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等项承诺

审议结论给予答复。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王绍双、林 劼执笔）

国防 财政 财务

一、国防支出基本情况

（一）国防支出预算安排情况和预算执行情况。2003 年

国防支出预算为1 870.78亿元，比上年增加163.1 亿元，增

长9.6% 。其中，中央财政1 852.78亿元，增长 9.6% ；地

方财政安排民兵事业费 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6.9% 。2003

年国防支出决算数为1 897.99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5% 。

其中，中央财政支出1 875.71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2% ；

地方财政支出22.28 亿元，完成预算的123.8%。

（二）保障重点国防费支出。2003 年，财政部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以军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十五”

计划和军事斗争准备规划为依据，优化国防支出结构，确保

重点支出。一是提高现役部队经费保障水平。继续加大装备

建设和战备设施建设投入，加大军事人才建设投资力度，调

整提高与部队军事训练有关的维持性经费标准，调整提高军

官、士官工资和义务兵津贴，增加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

二是增加预备役部队训练经费，提高预备役部队训练保障水

平，增强预备役部队快速动员和执行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三是根据国务院关于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要求，增加民

兵事业费用于保障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开后的农村民兵、

预备役人员军事训练和误工补贴经费。

二、继续深化国防预算管理改革

（一）稳步推进军队财务管理改革。一是根据中央军委

批准的预算编制改革实施方案，全军部队按新办法编制了

2003 年预算，并加强和规范年度预算审评工作，预算编制

的规范性、科学性明显增强，预算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二

是总后勤部进一步扩大了资金集中支付改革试点范围，建立

财务单一账户体系，清理撤销不必要的银行账户，归拢资

金，加强了资金的集中管理。三是改革军队住房补贴、军人

社会保险资金的管理工作。

（二）改革财政国防专项资金拨付办法。为逐步规范财

政国防专项资金支付程序，加强财政预算执行监督管理，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国务院批准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

革方案和国库集中支付的总体规划，财政部制定印发了《财

政国防专项资金国库集中支付实施方案》，并于2003 年 1月

起在部分单位试点。

三、进一步完善军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为了解决军人配偶随军未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社

会保险补贴待遇及关系衔接问题，解除军人后顾之忧，激励

军人安心服役，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配遇随军未就

业期间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其主要内容：一是国家建立军

人配偶随军未就业期间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驻国家确定的

一、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军队确定的三类岛屿，以及一般地

区部队的军人，其配偶随军未就业期间基本生活补贴标准，

每人每月320元。驻国家确定的三、四类艰苦边远地区和军

队确定的特、一、二类岛屿的军人，其配偶随军未就业期间

基本生活补贴标准，每人每月410 元。二是国家建立军人配

偶随军未就业期间养老、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并给予个人账

户补贴。其中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按照缴费基数 11% 的规模

建立（个人按6% 的比例缴费，国家按 5% 的比例给予个人

账户补贴）。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按照本人基本生活补贴标准

全额2% 的规模建立（个人按 1% 的比例缴费，国家按 1%

的比例给予个人账户补贴）。

四、认真做好“非典”疫情防治经费保障工作

2003 年“非典”疫情发生后，军队共筹集经费近13 亿

元保障部队防治“非典”急需，为部队防治“非典”工作取

得阶段性重大胜利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障。同时，积极支持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北京市做好防治“非典”工作。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总后

勤部立即组建了解放军北京小汤山“非典”病人收治定点医

院，在时间紧、医疗后勤保障任务重的情况下，与北京市政

府有关部门协调，合理调度资金，确保了医疗设备仪器、消

耗器材及药品的供应，为北京市做好防治“非典”工作做出

了特殊贡献。

五、加强财务制度建设，完善部队经费供应

标准

（一）加强国防后备力量财务制度建设。针对预备役部

队、民兵训练经费来源渠道多，预算管理工作比较薄弱的问

题，财政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先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动员预编经费管理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农村民兵预备

役人员训练补助经费管理的通知》。分别对中央和地方财政

在预备役部队训练经费方面的供应保障范围作出了比较明确

的划分；对预备役部队经费预算、拨款、支出、决算等程序

进行了规范；对农村民兵、预备役人员训练补助经费保障对

象、经费开支范围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二）完善军队经费供应定额标准。一是针对部队战备

训练任务增加、部队维持费需求增大的实际情况，总后勤部

重新修订了《军队公务事业费标准》，并于2003 年1月起执

行。这次调整公务事业费标准，重点是调整提高了与部队训

练以及官兵生活密切相关的军事训练费和水电费、取暖费、

机动费标准。二是建立了“军队高新工程”和“载人航天工

程”人才特殊津贴制度，促进了军队人才战略工程的实施。

三是根据国家调资政策，结合军队实际，调整增加了军队军

官、文职干部、士官工资和义务兵津贴，增加了军队离退休

干部人员离退休费。

六、加强财务监督，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总后勤部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从严治军的要求，努力

提高财务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一是突出战

备建设经费管理，在严格工程概预算管理的同时，改进了工

程建设费决算管理办法，提高了经费的使用效益。同时，大

力压缩行政消耗性开支，从严控制自筹资金工程项目投资。

二是以实施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会计规则》为契机，规范

了会计基础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军人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

等资金的管理，促进了资金的规范运行。

七、加强军队财务基础建设

为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重视和加强

军队财务人员队伍自身建设，不断提高理财能力和工作水

平。军队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新军事变革对财务保障的影响与

对策，跟踪研究伊拉克战争、财政改革等新的情况，取得一

批高质量的理论成果。出版了《军队财经知识》，修订了财

务专业系列教材，促进了财经知识的学习和普及。军队各级

财务部门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历教育、资格考试、任职

培训和专业集训，促进财务人员更新知识结构，提高了综合

素质。启动了财务软件综合平台和数据标准的开发设计工

作，军队财务信息化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

（财政部国防司供稿，喻廷才执笔）

行 政政 法 财政 财务

一、合理安排预算，做好行政政法部门经费保

障工作

2003年，各级财政部门按照“保证重点、兼顾一般”

的原则，立足财政工作全局，从保证国家政权建设和维护社

会政治稳定的大局出发，合理分配预算，进一步加大了对行

政政法部门的经费投入。2003 年全国行政政法支出共计

3 489.91亿元，比上年增加 460.46 亿元，增长15.2% ，其

中：行政管理费 58.35 亿元，增长14.2% ；公检法司支出

1 301.23亿元，增长18.1% ；外交外事支出78亿元，增长

2.6% ；对外援助支出 52.23 亿元，增长 4.4% 。行政政法

经费投入的增长，基本上保证了党政机关的正常运转，维护

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全

方位、多层次外交工作的全面开展。

二、开拓创新，积极推进行政政法财务改革

（一）推进规范政策外补贴工作。规范政策外补贴是落

实“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的重要措施。2003 年，财政部

进一步加大了规范政策外补贴工作力度，再次对公安部等八

个中央执法执收部门政策外补贴情况进行了清理、统计和分

析；对公安部、工商总局 2002 年发放政策外补贴资金来源

的情况进行摸底检查；对浙江省、广东省和深圳市政策外补

贴制度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了规范政策外补贴的指导思想，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落实“收支两条线”管理，规范政策外补贴的重要精神，

采取重点突破、分步实施的策略，在清理归并现有政策外补

贴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补贴项目和水平，建立一套规范化的

补贴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规范党政机关福利待遇，解决不

同部门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促进廉政建设。根

据上述指导思想，提出了规范政策外补贴的原则，即：单独

规范、公开透明、有效激励、严格监督、分步实施。

（二）研究制定国内公务活动接待制度。为贯彻落实党

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

风建设的决定》中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公务活动接待制度的

精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2002 年，财政部在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对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差旅费、会议费管理

办法进行了改革，提出了提高差旅费、会议费标准和强化管

理的思路。2003 年，财政部积极配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

局、监察部等部门起草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

法》，按照便利公务、文明节俭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对公务

接待活动中的住宿、用餐、宴请和用车标准等作了明确规

定，使公务接待费管理与差旅费和会议费管理进行了有机衔

接。有关方案已报国务院，待批准后颁布实行。

（三）推动个人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为了规范职务消

费，推进个人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2003 年，财政部积极

配合监察部、国管局和中直管理局共同研究起草了《中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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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移动通讯补贴管理办法》，对中央和国家机关移动

通讯费实行了货币改革，即停止用公款为机关工作人员购置

或配备无线移动电话和寻呼机，按职级和工作需要发放移动

通讯补贴。该办法从2004 年起执行。

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做好政策研究工作

（一）贯彻中央人才强国战略，研究制订相关财政政策。

2003 年 12月，中央召开了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为了做好会

议筹备工作，从2003 年 6 月开始，按照中央人才工作小组

的要求，财政部对有关财政政策进行了研究、协调工作。搜

集整理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的人才投入情

况，对有关数据进行了统计摸底，对安徽、陕西等省人才投

入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人才

投入机制的政策建议。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人才工作的决定》起草工作，就加大人才投入、完善人才分

配机制、健全人才保障制度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同时，财

政部还参与制订了新疆人才工作政策，就新疆人才培训、边

远地区津贴和兵团事业编制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二）积极参与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及利用职权发行

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

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

知》下发后，财政部认真贯彻落实。一是按照中央协调领导

小组的统一部署，积极参加中央纪委、监察、新闻出版等部

门组织的重点检查工作，加强对停办、分离、整合报刊单位

的财务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是严格执行“管办分

离”的规定，使报刊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主体。

三是参与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力度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

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巩固报刊治理成果的意见》。

（三）研究司法体制改革中有关经费保障问题。党的十

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司法体制改

革。为了从财力上保障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财政

部积极配合中央政法委研究起草了《司法体制改革框架初步

意见》，立足于现行财政管理体制确定的各级政府事权和财

权划分的原则，就司法体制改革经费保障问题提出了落实

“分级管理、分级负担”原则、制定政法经费基本保障标准、

完善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方式、优化政法部门资源配置等

意见，得到了中央政法委领导的支持。

（四）研究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政策。为做好军队体制编

制调整改革期间的军转安置工作，保证中央裁减军队员额战

略决策的顺利实施，财政部参加了中组部、中编办、人事部

和总政治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分赴辽宁、上海、江苏等省

市就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期间转业干部安置政策进行调

研，并就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中存在的指令性计划分配转

业干部的安置难度增大、师团职转业干部职务安排的矛盾十

分突出、自主择业干部地区分布不平衡、转业干部随调家属

的安置工作日益困难、转业干部择业期望值较高以及转业干

部安置去向条件遇到新情况等问题与有关部门进行了协商，

在此基础上，对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

（五）研究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艰苦地区生活待遇政策。

为了适当提高驻艰苦地区人员待遇，稳定外交人员队伍，按

照国务院领导的指示，根据 2000 年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工

资改革方案，财政部对调整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艰苦地区补

贴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提高艰苦地区补贴标准的改革方

案。同时，考虑到驻艰苦地区环境艰苦、家属随任少及医疗

条件差的实际情况，拟进一步研究有关向艰苦地区倾斜的政

策。

四、建立健全财务规章制度，规范行政政法财

务管理行为

（一）研究制订《中央级行政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考评管

理办法》。为了强化财政支出管理，改变长期以来财政分配

中存在的“重分配、轻管理”现象，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2003 年，财政部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

《中央级行政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计划从

2004 年开始对中央级行政经费项目支出实行绩效考评。主

要是从项目完成工作量、项目完成进度、项目完成质量、资

金到位数量、资金到位是否及时、资金支出情况、财务管理

状况等方面对中央级行政经费项目支出进行综合性考核和评

定，以确保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将为推动财政分

配从注重资金分配向分配和管理并重转变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研究《行政单位财务规则》改革思路。1998 年出

台的《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对规范行政单位财务行为、加

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财

政改革的不断深化，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的内容和方式发生了

较大变化，导致《规则》在执行中产生了一些矛盾和问题：

一是《规则》内容与现行有关制度的规定不一致。近年来，

随着财政改革，特别是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收

支两条线”管理、政府采购等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致使

《规则》内容与现行制度的规定存在一定差异，如行政单位

的预算管理办法与部门预算中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管理办

法不一致，行政单位收支内容与部门预算的有关规定不一

致，行政单位账户设置与现行国库管理要求不一致，行政单

位资金结余的管理也与现行规定不相适应等。二是《规则》

涵盖的范围过窄，不能适应部门预算管理需要。《规则》主

要是对行政单位的行政经费进行了规范，而未涵盖行政单位

所有财务活动，行政单位的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外事经费、

社会保障经费、住房改革支出等都未纳入《规则》之中。三

是《规则》一些规定已经不适应财务管理需要。如固定资产

价值标准定的过低、应缴款和暂存款概念范围不合理、财务

报告内容需要调整等。针对上述问题，2003 年财政部开始

着手对《规则》进行修改，在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提出了修订的基本思路。

五、改进管理、加强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改进“两会”经费管理。针对每年召开的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经费管理中存在的开支标准

不明确等问题，2003 年，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出了对代表

所住宾馆、饭店要进行公开招标并签订协议，财务人员要事

先参与大会的组织工作等要求；向全国政协提出了要严格控

制参会工作人员人数和完善对驻地宾馆的政府采购办法等要

求。在2004 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费管理中，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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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格执行预算，控制会议工作人员人数，减少会议车辆、

节约文娱费、办公设备费、印刷费、就餐费，对与会人员所

住宾馆、饭店实行政府采购等措施。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

议经费管理中，采取了压缩驻地工作人员用房和严格控制就

餐、宴请、文娱活动等措施。上述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经费的

增长，改进了经费的管理，保证了“两会”的圆满完成。

（二）加强驻外使领馆财务监督检查。为了加强对驻外

机构、援外项目的财务管理，进一步提高外交外事经费使用

效益，2003 年7、8月，财政部两次派员赴欧洲、非洲一些

国家对驻外使领馆、经商处馆舍改造、财务管理、预决算情

况以及援外经费使用等进行了检查，并实地考察了援外项目

的实施和管理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

深化驻外使领馆管理体制、驻外人员工资生活待遇以及加强

援外经费管理的改革思路。

六、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多边外交工作

顺利开展

（一）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相关筹备工作。上海合作组织

是我国政府在多边外交舞台发挥主导作用的体现，是我国多

边外交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财政部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

相关筹备工作，多次派人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协调会议，完成

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及反恐地区机构文件签署和上海合作

组织2003年启动预算和2004 年预算编制工作，研究制定了

对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办公用房的财政支持方案，完成了启

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和成立地区反恐机构的前期工作。

（二）参与中非合作论坛有关工作。中非合作论坛第二

届部长级会议于2003 年12 月在埃塞俄比亚召开。财政部为

保证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的顺利召开，积极参与

筹备工作，参与相关文件、有关财政政策的制定工作，审核

安排会议、组织培训、展览及文艺表演等活动经费1 500万

元。这次会议扩大了我国在非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提高了

我国的国际地位。

（三）参与国际区域合作。2003 年，财政部参与了多项

国际区域合作会议和区域合作项目的政策研究工作。主要包

括：中亚区域合作部长级会议、APEC 预算管理委员会、亚

洲博鳌论坛、世界珠算协会、亚太卫生组织、亚太经社理事

会60 届年会、GM S 第 12 届部长级会议等会议和中 —吉 —

乌公路项目融资方案、中国—东盟合作基金、伊拉克战后重

建、中国与加勒比国家关系、泛亚铁路和昆曼公路建设等项

目。通过上述工作，提高了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主动性，提

升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维护了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七、做好整顿统一着装工作

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乱着装问题，2003 年 9 月，财政部

与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反复研究，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

《关于整顿统一着装问题的请示》。国务院第 29次常务会议

原则同意财政部提出的第三整顿方案，即保留已经国务院批

准的着装部门不变，对未经国务院批准的着装部门进行全面

清理整顿。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3年12月 28 日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整顿统一着

装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

纠风办制定了《关于做好整顿统一着装工作的实施意见》，

对整顿统一着装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与此同时，财政部还研

究了海关关衔标志式样及佩带办法，药品监督一线执法人

员、物价检查员、安全生产监察管理人员和环保监督人员的

统一着装问题。

（财政部行政政法司供稿，郭志奇执笔）

教科文 财政 财务

2003 年全国教科文事业费支出（包括教育事业费、科

学事业费和文体广事业费）4 505.51亿元，比上年增加

526.43 亿元，增长 13.2% 。其中，中央级教科文事业费

507.94亿元，比上年增加60.45 亿元，增长13.5% 。

一、教育事业财政财务

2003年，全国教育事业费2 937.34亿元，比上年增加

292.36亿元，增长11.1% ，其中中央级教育事业费240.20

亿元，比上年增加29.95亿元，增长14.2% 。

（一）确保教育投入实现法定增长，完善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中央财政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关于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规定，在安排年初预算

时，确保预算内教育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

长，在年度预算执行中，还根据当年财政收入实际增长情况

及时调整当年教育事业费预算，确保教育事业费增长比例高

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逐步建立起了教育经费投入稳

定增长的机制。

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通

过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要求

落实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明确了各级政

府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要求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

学教职工工资发放、校舍维修改造和公用经费的保障机制。

为落实好会议精神，财政部会同教育部及时下发了《关于尽

快制定上报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杂费标准以及预算内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对各地公用经费开支范围、

公用经费和杂费标准、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制定

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促使地方初步建立起了农村义务教育

投入保障机制，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问题提供

了制度保障。

（二）加大对基础教育的倾斜力度，着力改善中小学办

学条件。按照2003 年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

议精神，从2003 年至2005 年继续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

工程，中央在三年内安排 60 亿元资金（其中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教育部分别安排20亿元），再改造400万平方米的

农村中小学严重危房。2003 年，中央安排 20 亿元国债资

金，二期“危改”工程全面启动。按照国务院要求，中央财

政还下拨1.5亿元教育救灾专项资金，下达到有关受灾省区

的 85个灾情严重、经济困难的县，重点补助了 500 多所受

灾农村中小学，用于维修改造受损校舍，添置有关教学仪器

设备。同时，积极做好西部“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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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工程开展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启动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继续支持国家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寄宿制学校改造和改善边境地区中小学

办学条件等项目，着力改善农村地区中小学办学条件。

（三）继续完善对困难学生教育资助政策体系。按照

2003 年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2003 年中

央财政免费教科书专项资金增加到4亿元，并扩大免费教科

书覆盖范围。扩大范围后享受免费教科书的中小学生达770

万人，其中小学生 391 万，初中生 377 万，特教生 2.7 万

人，覆盖人数占中西部农村家庭贫困中小学生数的 32% 。

此外，继续安排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贷款财政贴息等专项

资金，支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对困难学生

的助学体系逐步完善。

（四）支持一流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解决高校体制改

革中的突出问题。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行动计划”后

续项目 35亿元，用于支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等；

继续实施“211”工程，安排资金 6 亿元，改善了一批高等

学校的教学与科研条件，带动了高等教育整体教育质量、科

学研究、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的提高。为支持高校扩招，中

央财政继续安排中央高校修购专项资金 12 亿元，用于房屋

和基础设施维修改造以及仪器设备购置。针对扩招后中央在

京高校学生住宿条件紧张的情况，2003 至2005 年，中央决

定安排30亿元实施在京高校“421”宿舍改造工程（其中国

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以及主管部门各10 亿元），力争

用三年时间，使在京部委属高校学生公寓基本达到本科生 4

人一间，研究生2人1间，博士生1人1间的标准，2003年

中央财政安排了5亿元用于该工程。为保证高等院校平稳划

转，中央财政继续安排“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专项资金”10

亿元，专门用于解决共建高校发展中的困难和遗留问题。针

对共建高校基础实验室普遍存在的仪器设备陈旧老化，扩招

后远远不能满足正常教学和实验需要的情况，中央财政还安

排资金启动了共建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的试点工作。

（五）扶持职业教育、特殊教育与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地方职业技术教育补助和下拨职业教

育专款3.5亿元，重点用于100 所示范性职业院校的建设，

引导和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继续安排特殊教育专款，改善特

教学校办学条件，扶持残聋智障等弱势群体接受教育。安排

专项资金，用于补助内地西藏班、新疆班、少数民族汉语教

材补贴和教育人才培养等项目，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

发展。

二、科学事业财政财务

2003年，全国科学事业费 300.79 亿元，比上年增加

30.94 亿元，增长 11.5% 。其中，中央级科学事业费

190.99亿元，比上年增加19.98 亿元，增长 11.7% ；全国

科技三项费 416.64 亿元，比上年增加 18.04 亿元，增长

4.5% 。其中中央级科技三项费 226.26 亿元，比上年增加

4.95亿元，增长2.2% 。

（一）较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经费。一是加大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投入，提高项目资助强度。2003 年安排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0.46 亿元，比上年增加8 000万元，增长

4.1% ，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从上年的19.9 万元提高到20.79

万元，资助率从17.9% 提高到 20% 。二是继续支持中科院

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十五”期

间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全面推进阶段经费总预算，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科学支出专项经费32.55亿元，比上年增加

4.58亿元，增长16.37% 。从财力上保证了中科院开展深层

次的运行机制改革以及学科布局和组织结构调整，提高了科

技创新与竞争能力，加速形成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三

是增加国家重点基础研究专项经费。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专项经费 8亿元，比上年增加1亿元，增

长14.29% ，重点支持重大关键科学问题的研究，为解决农

业、能源等领域的重要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

（二）大幅度增加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专项经费的投入。按照国务院批准的 “十五”期间

“863”计划经费总体规划，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863”计

划专项经费 45 亿元，比上年增加 10 亿元，增长 28.57% ，

较好地支持了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高技术问题的

研究。

（三）加大对社会公益科研的支持力度。2003 年中央财

政安排科研院所社会公益研究专项资金 1.55 亿元，用于支

持中央级科研院所开展资源环境、人口健康、防灾减灾、社

会保障等领域的社会公益科研工作，保证了重点科技领域和

学科发展的资金需要。

（四）积极支持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2003 年，中央

级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工作继续向前推进，启动了

第三批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工作。按照国务院的统

一部署，财政部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与科技部等有关部

门密切配合，在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是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深化科研机构管

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会同科技部等部门共同

研究确定了卫生部等5 部门所属 43 个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

分类改革方案。并按照“机构认定、经费到位”的原则，较

大幅度地提高了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中 89个非营利性

科研机构的人均事业费支持强度，共安排专项经费 2.9 亿

元，用于改善科研条件，提高科研能力。二是组织研究转制

科研机构有关后续问题。按照国务院的要求，财政部会同有

关部门对转制工作中存在的过渡期退休人员待遇、转制前离

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转制机构职工住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等

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报经国务院批准，会同有关部门印

发了《财政部、科技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关

于转制科研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转制科研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对有关问

题予以明确。

三、文化事业财政财务

2003 年，全国文体广播事业费为489.33 亿元，比上年

增加60.12亿元，增长14% 。其中中央级文体广播事业费

54.68亿元，比上年增加5.7亿元，增长11.6% 。

（一）大力支持国有重点文化项目。一是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指示，会同文化部研究

制定了《清史》纂修工作总体规划和专项资金预算，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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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资金1 000万元。二是落实中法两国互办文化年的指示，

安排专项资金9 000万元，支持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

活动，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宣传中国改革开放成果，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三是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老运动

员、教练员医疗保健问题的批示精神，2003 年一次性安排

经费2 000万元，并从国家体育总局集中使用的彩票公益金

中划拨2 000万元，共计4 000万元，设立老运动员、教练员

医疗保健专项资金，用于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曾获世

界冠军（含创造世界纪录及珠峰登顶）的老运动员、教练员

退休后医疗保健方面的特殊困难。同时，继续支持“备战

2008年奥运会”、“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中华再造善

本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全国文物调查及

信息数据库建设”、“全国重点文物征集”等国家重点文化项

目，引导和促进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二）重点扶持农村基层文化发展。按照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提出的国家今后每年新增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

的要求，会同文化部组织实施“送书下乡”工程，计划自

2003年至2005 年每年安排2 000万元，向 300个国家级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图书馆和3 000个贫困县所属乡镇图书馆

（室）配送农村适用图书390 万册，解决贫困地区农村群众

看书难的问题。同时，继续加大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力

度，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资金投入的导向和示范作用，增强对

文化事业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带动地方财政增加基层文化

事业投入，促进农村基层文化发展。

（三）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总体部署，配合中

宣部研究制定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

规定》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

企业的规定》两个配套政策文件，确定了财政投入、税收减

免、社会保障等方面优惠政策，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提供了相应保障。同时，配合文化部拟订了《中国对外演

出中心和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转企改制组建中国对外文化

集团公司实施方案》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章程》等。

四、积极深化财政支出改革，加强政策研究和

制度建设

（一）积极探索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按照“统

一规划、积极稳妥、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原则，2003

年，财政部在中央级教科文部门开展了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考

评试点工作。为提高试点工作质量，按照项目是否具有一定

的经济或社会影响力、是否有明确的立项目标和详细执行计

划以及是否便于考评资金绩效等原则，选择了中央与地方共

建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专项、国家大科学工程专项、婚育新

风进万家专项等7个项目进行绩效考评试点。在财政部、有

关项目主管部门（单位）、项目实施单位以及中介机构的共

同努力下，完成了对7 个试点项目的绩效考评工作。从试点

结果看，试点项目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确保

了专项资金的投向，基本实现了项目立项目标，取得了项目

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经过试点，基本建立了中央教科文

专项资金绩效考评工作框架，积累了绩效考评工作经验，绩

效考评制度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有效性方面的作用初步显现

出来，同时也提高了各方面对绩效考评工作的认识，逐步形

成了继续积极稳妥开展绩效考评工作的共识。一些地方财政

部门在绩效考评制度建设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二）积极探索整合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新途径。

2003 年，财政部积极探索通过资源共享、机构共建、设备

共用发展事业的办法，努力实现资源有效整合，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一是针对现有农村中小学校布局分散、教育资源配

置不合理、教学质量和水平不高的状况，中央财政安排 10

亿元用于各地普通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的布局调整，支

持标准化、具有示范效应的中小学改扩建及教学用图书设备

购置，引导和推动教育资源的合理布局。二是为逐步解决科

技条件资源分散、利用率不高、科技文献不全、数据标准各

异、不能共享等问题，中央财政安排2亿元支持“国家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对科技

基础条件资源进行战略重组和系统优化，以促进全社会科技

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三是中央财

政还继续支持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利用现代

传媒手段将各地国有图书馆、地市文化馆、基层文化馆站联

接起来，提高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率。四是对高校重点实验

室建设、高校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等项目和“高雅艺术进

校园”等活动也给予了支持，力争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发展

合力，提高教科文资源的使用效益。

（三）加强政策研究工作。2003 年，根据教科文财政财

务工作面临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财政部积极组织开展

政策研究。一是研究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模式和《事业单位财

务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修订有关问题。按照财政改革

的总体要求，一方面以“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模式研究”为题

开展课题研究工作，从理论上对事业财务管理模式进行研究

探索；另一方面对现行《规则》认真分析，积极研究修订

《规则》的必要性、原则及主要内容等，并广泛征求中央有

关部门和地方财政部门意见，做好《规则》修订的各项准备

工作。二是围绕工作难点、热点开展相关政策研究和调查研

究。为落实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西部“两基”攻坚

任务，会同有关部门深入西部有关省份，开展“两基”攻坚

调研，了解西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分

析问题的症结，以研究确定符合实际的“攻坚”目标。为推

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财政部派员赴贵州、甘

肃等地实地调研，对政策补助的目标人群、补助标准、补助

方式等进行了认真研究。此外，还就“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运

行和管理机制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三是积极开展教科文

事业和财务管理改革的前瞻性研究。包括对加入 W TO 和建

立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科技投入的定位、投向和重点进行

了研究，整理形成了《加入 W TO 后国家财政科技投入研

究》、《公共财政框架下国家财政科技投入研究》和《外国政

府财政科技投入及相关政策研究》等一系列研究资料。还深

入研究国外文化产业的发展、政策支持等情况，提出了深化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建议等。

（四）加强制度建设。按照财政支出改革要求，财政部

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制（修）订了《中小学布局调整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211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应用

技术研究与开发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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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办法》等多项教科文财务制度。另外，根据实际需

要，制定了全国综合性体育运动会定额补助标准（冬运会

2 500万元、城运会4 000万元、全运会9 000万元），调整了

我国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平均上调幅度达50% 。

（财政部教科文司供稿，赵 雯、刘小华、

高志龙、董德刚、霍步刚、宋文玉执笔）

经济建设 财政 财务

一、调整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自2002 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加速，当年 GDP 增长

8% ，社会投资增长明显加快，积极财政政策调整的时机已

经具备。通过对 6 年来发行的18 000亿元国债项目进行分

类、整理，深入分析政府投资利弊，比较政府直接投资与完

善税制支持企业投资的效果，测算贯彻“五个统筹”对政府

投资的需求，财政部提出“逐步调减长期建设国债规模，

2003 年国债尽量结转（至少300亿元），逐步将国债投资与

预算内基建并轨，腾出资金支持重大改革”的政策建议，得

到了国务院领导的肯定。并将财政部提出的“将 2004 年长

期建设国债规模调减到1 100亿元，并逐年减少国债发行规

模，逐年增加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规模，经过几年努力，使

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逐步增加到1 000亿元，相应逐步减少

直至不再发建设国债，实现国债投资和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

并轨”的意见写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

二、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将粮食风险基金由补在流通环节改为直接补给农民，是

粮改的核心。可以说，没有粮食补贴方式改革就难做到粮食

流通市场化改革。2003 年，财政部先后到吉林、湖南、湖

北、河南、江西等省调研，形成了《粮食补贴方式改革调研

报告》和《安徽、湖北两省粮改的报告》，并多次向国务院

领导汇报和向有关部门提出财政部观点，形成共识，并最终

将“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改革”写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同时，为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粮改方案，财政部在广

西召开座谈会，形成了“2004 年粮食生产省要拿出粮食风

险基金的 40% 约 100 亿元直接补贴给农民，明确老人、老

粮、老账问题由各省自行消化，对有具体改革方案但年度粮

食风险基金不足的粮食主产省由中央财政借款解决”的改革

思路，并提出对种粮农民直补的具体操作办法。

三、积极支持抗击“非典”的斗争

（一）积极提出应对“非典”的措施。针对 2003 年上半

年“非典”蔓延情况，财政部研究提出将国债资金和预算内

基建资金除国务院确定的重点项目和抗“非典”应急支出

外，一般项目资金停拨或缓拨，作为应急财力备用，被国务

院采纳。这表明中央财政除了设立的 20 亿元“非典”防治

基金外，还为应对更坏情况的出现作了充足的财力准备。同

时，针对受“非典”影响较大的民航、铁路等行业，采取免

税、贷款贴息等措施，支持企业渡过难关。

（二）提出合理建议，节约中央财政调控市场成本，保

障“非典”期间市场稳定。“非典”期间，部分大中城市副

食品价格上涨，在动用储备肉以稳定市场物价问题上，财政

部分析认为，动用储备稳定市场是对的，但应略高于市场价

出售，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投放数量上，财政部通过

详细测算，提出符合实际的投放建议，节约了中央财政用于

调控市场的成本。

（三）增加药品储备资金，保障抗“非典”药品供应。

为储备抗“非典”药品，以备急需，财政部本着特事特办的

原则，两天内就把资金拨付到位。同时，严把资金使用关，

对企业申请储备的医药品种，先请专家和卫生部提出意见，

然后再下达储备计划，结果实物储备仅支出3 800万元。既

确保了抗击“非典”的需要，又大大节省了财政资金。

（四）大力支持“非典”定点医院，确保“非典”定点

医院正常运转。为保证防治“非典”定点医院“非典”防治

工作的顺利实施，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财政部提出分医务

人员补助支出、采购医疗器械支出、改造医院支出、因防治

“非典”造成的正常收入损失 4 个层次来核定防治“非典”

定点医院补贴的建议，并及时预拨专项资金，确保了防治

“非典”定点医院的正常运转。

四、积极推进各项改革

（一）积极推进邮政体制改革，明确划分邮政系统政、

企业务。在现行体制下，邮政普遍服务和政府专项服务每年

亏损约59亿元，主要是靠邮政储蓄业务来弥补，即邮政部

门通过吸收居民储蓄存款，将其存入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按

固定的费用率支付邮政部门费用。这种体制有两个弊端：一

是费用率定得过高，导致邮政储蓄盲目扩张，人民银行和财

政部难以承受；二是邮政的普遍服务机制没能有效地建立起

来。为了推动邮政体制改革，财政部通过调查研究，并组织

专家座谈，提出了改革的整体思路：建立邮政普遍服务的补

偿机制，将“暗补”改为“明补”，即将财政通过邮政储蓄

以费用形式“暗补”给邮政的补贴，改为财政直接补贴给邮

政，用于弥补邮政普遍服务亏损，并结合邮政管理体制改革

进展情况，将补贴逐步到位，年度最高补贴额为 59 亿元。

同时，对邮政储蓄业务实行商业化运作，财政不再补贴，自

负盈亏。

（二）积极推动民航体制改革，遏制机场亏损不断增加

的势头。为妥善解决机场亏损，地方盲目上项目的问题，财

政部深入到江西、湖南等有代表性的机场，详细解剖案例、

摸清情况，并对亏损进行分析、测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民航改革的实施方案：一是按照不过多地增加地方负担的原

则将机场下放地方管理，亏损实行分类处理，用民航基础设

施建基金和机场管理费弥补；二是将机场公安与机场分离，

所需经费按隶属关系分别由中央和地方解决；三是民航地区

管理局经费由中央财政安排。该方案被国务院采纳，也得到

地方政府支持，机场下放工作进展顺利。

（三）研究提出政府投资体制改革思路。针对投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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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重点即政府投资体制改革问题，财政部组织专门力量

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改革思路：一是规范

政府投资的范围，逐步将政府投资从经营性或可由企业承担

的项目中退出来，主要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

二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投资事权；三是科学规划好

政府投资，要有一个相对长期最好是10 年的规划，对项目

科学地排序、分出轻重缓急、重点和非重点，分期分批实

施，要考虑与财政承受能力相衔接；四是明确政府部门投资

管理职责分工，财政部门主要负责资金安排和监督管理。上

述改革思路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四）研究建立煤矿安全投入长效机制，保障煤矿安全

生产。煤矿安全投入不足、欠账严重是煤矿事故频繁发生的

重要原因之一，国务院办公会议责成财政部牵头研究建立煤

矿安全投入的长效机制。为做好这项工作，财政部会同有关

部门深入辽宁、山西、安徽等省煤矿进行实地调研，对870

多户企业的数据进行测算分析，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即

将安全费用从“维简费”中独立出来，强制提取，专款专

用。提取标准，中大型煤炭生产企业分别按露天煤矿2～3元

/吨，高瓦斯、自然发火严重、涌水量大的煤矿3～8元/吨，

低瓦斯煤矿2～5元/吨提取；小型煤炭生产企业按 6～10 元

/吨提取。按此方案全国规模以上煤矿每年可提取安全费用

40亿元，所有煤矿每年可提取 60 亿元，从资金上保证煤矿

的安全投入。

（五）积极推动物资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理顺物资储备

系统财务管理体制。现行国家储备物资实施包干体制，物资

变卖收入不上缴财政，收储物资和物资管理费都从物资变卖

款中列支。由于改革滞后，管理不严，一年要吃掉7亿元左

右，已经影响到物资储备系统的良性运转。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财政部提出对储备物资实施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

理，从2004年起将储备物资变卖款全部上缴中央财政，收

储物资和物资管理费纳入中央财政预算。

五、密切关注市场行情，运用国家储备的重要

商品调控市场

（一）做好食糖市场调控工作，提高调控效率。2003 年

下半年，受国际糖价下跌和预期国内增产的影响，市场价格

快速下滑，主产区一度逼近2 000元/吨。有关部门和地方要

求中央增加储备，中央财政面临很大压力。财政部通过对农

民甘蔗种植成本和市场食糖供求总量分析，认为2 000元/吨

的糖价没有对糖农的利益造成伤害，市场糖价还有回升的空

间，建议暂不收储。进入9、10月后，产区销售加快，市场

价格上扬，供应趋于紧张。针对这种情况，财政部建议利用

高价格尽快轮出20 万吨储备食糖，被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

门采纳，既改善了供求关系，又节约了财政支出1亿多元。

（二）正确分析粮食形势，暂缓小麦的大量进口。2003

年10 月份以后，国内粮价逐步上涨。在进口小麦、增加中

央储备的呼声中，财政部通过对国内外粮食供应形势和市场

行情的分析，认为小麦库存充足，没有必要再增加储备。建

议被国务院领导采纳，有效地节约了财政物资储备资金和管

理费用。

（三）积极参与研究建立石油储备，规范储备石油管理

机制。为建立健全石油储备制度，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

上，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财政部积极参与研究建立石油储

备制度，提出“实行企业代建、代管，财政租用并付租金的

体制或将石油储备基地划归国家物资储备局垂直管理”的基

本思路，以利用中石油、中石化和物资储备局的现有资源和

设施，节约财政开支，被有关部门采纳。

六、大力支持特殊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一）大力支持烟草行业进行结构调整，增加财政收入。

2003年度，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烟草补助资金17 亿元，支持

烟草行业结构调整。全国原有卷烟生产企业 185 家，至

2003年9月底，已关停并转91家，2005年预计保留60家。

结构调整，产业集中度增加，效益提高，卷烟单箱平均税收

水平增加。2003 年烟草行业税收比上年增加 200 多亿元。

烟草税收增长60% 来自于结构调整。

（二）研究出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我国有

中小企业830 多万家，占企业总户数的 99% ，城镇人员中

75% 的人员在中小企业就业。但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整体滞

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备。为支持中小

企业服务体系建设，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预算5 000万元，

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培训、信用服务、创业服务等。2003

年，该资金共计资助中小企业20 278人完成了业务培训；在

北京、山西、吉林等地5个城市试点建立小企业信用服务体

系，对1 560户小企业完成了信用等级评价工作，为小企业

进行诚实信用服务打下了基础；在上海、重庆、辽宁等6个

城市试点建立小企业创业服务体系，累计为9 322户企业完

成了相关服务，累计完成政务代理4 456项，综合业务代理

6 851项。

七、加强预算管理和监督检查

（一）切实加强政府性基金管理，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

一是将支出预算落实到具体项目，避免了过去打捆安排，易

造成挤占挪用的弊端。2003 年，交通、铁路、民航等政府

性基金支出预算为819.75 亿元，支出预算明确到具体项目

约1 400个。年初未明确到具体项目的“预留待批”约63.35

亿元，占支出预算的 7.73% ，大大低于不得超过 30% 的规

定，并进一步明确“预留待批”部分必须有具体项目才能动

支；二是严把基金预算审核关，严格限定非生产性项目的支

出范围和标准，引导资金合理的投向；三是通过中介机构评

审等方式，强化了政府性基金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的管

理，凡评审有问题的预算项目暂缓拨付资金，对基金年度决

算和已竣工项目决算评审中发现的问题，在批复决算时一并

清算解决，为下一步规范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强化财政监督职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2003 年，财政部利用财政投资评审机构、专员办和社会中

介机构力量，先后对17 个纳入2003 年部门预算的基建项目

预算、7个财政专项资金、11 个政府性基金项目预、决算、

400多个粮库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进行评审，共审减投资 31

亿元；与国家批准的概算比，审减 24 亿元；按项目资金构

成，预计中央财政可收回资金或减少预算拨款约9亿元。通

过对第三、四批储备粮食收购成本的专项检查，查出虚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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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成本约10元/吨，按储备300亿斤粮食计算，虚报约1.5

亿元。通过加大检查力度，不仅查出了问题，而且增强了威

慑力，促使各部门重视了资金管理。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供稿，郎富宽执笔）

农 业 财政 财务

一、紧扣“三农”发展主题，加大政策调研

力度

（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了进一步完善新时期财政

支农政策，突出抓大事和转变工作职能，2003 年，财政部

紧密围绕“三农”发展中的重点、热点问题，开展了一系列

政策研究和实地调查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地方财政部门

也纷纷组织开展调研活动，对各地政策措施的出台和落实具

有重大意义。一是及时跟踪政策热点，积极主动地组织调

研。2003 年初，财政部研究确定了19 个与农业财政工作密

切相关的调研题目。其中包括重点调研课题4个，一般专题

调研课题5个，其他题目 10 个。为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财政部组织人员赴吉林省扶余

县开展小康蹲点调查，就财政如何支持农村小康建设提出了

初步的政策性建议。“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指导思想提出

后，财政部立即成立了课题小组，组织了专题研究和较大规

模的实地调查。通过调研，初步了解了我国农村公共财政覆

盖的状况，提出了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建议，为领导决

策和进一步开展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二是

动员各方面力量，上下联动开展调研。2003 年初，财政部

确定了“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政策”、“县级财政支农情况”、

“输出地支持农民工进城务工问题”、“农村中小企业发展问

题”、“主要农产品向优势区域集中的财政支持政策”等 10

个题目，委托地方财政部门完成，形成了上下联动、点面结

合的调研局面。三是准备充分，有的放矢地开展调研。在开

展调研前，明确职责和分工，确定调研内容和方式，统一设

计调研提纲和问卷，提出完成调研报告的时限，使调研活动

有的放矢，取得了较好成效。其中，完成的“关于完善退耕

还林政策的建议”、“我国农业支持与保护问题研究”、“我国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问题研究”、“农村小康建设”、“农业财政

资金整合”、“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等调研报告得到了国务院

领导和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

（二）积极参与中央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按照国

务院和有关领导指示，财政部积极协调并参与中央解决“三

农”问题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工作，为领导决策提供参

考。一是落实中央三号文件精神。财政部对《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的意见》中直接与财政有关的各

项政策认真研究、积极贯彻落实。此外，对与财政有关的其

他政策也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以贯彻落实，并进行了及时的

总结、汇总和整理，报送国务院办公厅。二是落实国务院农

业和粮食工作会议精神。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

务院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精神的部门分工意见，财政部牵头

就如何落实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和

增加农业投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等政策进行了

认真测算、研究和协调工作，提出了落实意见和具体措施。

三是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起草和研究工作。根据中央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和财政部领导指示，从 2003 年 9 月份开

始，财政部派人参加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起草、讨论和

研究工作，就有关财政政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协调。

（三）参与新一轮农产品多边谈判。2003 年，财政部先

后多次派人与农业部、商务部等一道赴日内瓦参加新一轮农

业谈判，并提出立场建议。

二、认真编制和落实农业财政支出预算，完善

各项财政改革

（一）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2003 年，各级财政

严格按照《农业法》有关规定，认真贯彻国务院各项支农政

策，努力增加农业财政支出。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农业

财政支出共298.83 亿元，比2002 年增加14.1 亿元，增长

4.95% 。其中，中央农口部门预算支出93.34亿元，地方专

款预算支出 96.98亿元，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108.51 亿元。

2003年，农业财政支出实际执行 324.32 亿元，其中，中央

农口部门预算实际执行 103.24 亿元，中央对地方专款支出

实际执行 112.57 亿元，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实际执行

108.51亿元。

（二）继续完善各项财政改革。2003 年，财政部积极组

织、协调中央农口部门参与部门预算改革，组织、协调做好

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政府收支分类改革、项目清理以

及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改革等工作。在预算编制和落实工作

中，积极配合有关单位，坚持树立为农口部门服务的思想，

加强与各方面的沟通和交流，较好地完成了预算编制和预算

落实的各项工作。按照公共财政的总体要求，地方各级财政

部门继续推进部门预算等各项财政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业

财政支出改革。

三、支持抗灾救灾，帮助受灾地区群众恢复生

产生活

（一）提前落实蓄滞洪区补偿政策。2003 年 7 月，淮河

流域发生了自1954 年以来最大洪水，长江支流澧水发生特

大洪水，为减轻淮河、长江干流防洪压力，根据国家防汛抗

旱总指挥部命令，安徽省及时启用蒙洼等9个国家级蓄滞洪

区，湖南省启用澧南垸蓄滞洪区。按照国务院《蓄滞洪区运

用补偿暂行办法》和财政部《国家蓄滞洪区运用财政补偿资

金管理规定》，国家对行蓄洪区运用后区内居民的财产损失

给予一定补偿。财政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

精神，及时分赴安徽、湖南两省对其上报的方案和补偿资金

数额进行实地核查，根据调查和核实的情况，提出了补偿数

额及中央财政负担比例，专题上报国务院审批。之后，及时

拨付中央财政补偿资金，其中安徽省 4.1 亿元，湖南省

2 000多万元。蓄滞洪区运用中央财政补偿资金于2003 年11

月24 日全部拨付完毕，比原定第二年体制结算时间提前近

半年，大大提高了蓄滞洪区补偿资金和政策的有效性，为保

证灾区群众安全过冬、解决灾区群众生活困难做出了重大贡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献，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方面的高度肯定。

（二）支持防汛抗旱。2003 年，我国自然灾害具有多

发、异常的特点，干旱、洪涝等灾害不仅频繁发生，而且呈

叠加态势，加上恰逢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给农业和农村

经济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财政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探索

建立了中央财政支持防汛抗旱救灾紧急机制，主要包括：人

员保证，信息畅通，部门协同，预案及时。灾害发生后，财

政部立即启动支持救灾紧急机制，快速反应，高速运转，收

到了较好的效果。2003 年，中央财政共安排特大防汛抗旱

补助费13.32亿元，其中特大防汛补助费 8.3亿元，重点支

持淮河流域大水、西南地区山洪地质灾害、东南沿海台风、

渭河防洪秋汛、双江防汛、新疆云南甘肃地震等救灾工作；

特大抗旱补助费5亿元，重点支持北方及西南地区春旱、江

南地区伏旱、引黄济津等。此外，中央财政还安排应急度汛

资金4.7亿元，支持各地在主汛期到来之前及时修复水毁水

利工程，解除汛前隐患。

（三）支持动物疫情防治。为搞好动物防疫工作，财政

部对口蹄疫疫苗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就发现的问题进

行了认真分析、通报，并及时研究提出了疫苗经费分配管理

监督等办法。同时，与农业部一起制定了禽流感防治经费管

理办法，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疫苗经费负担比例和扑杀补助标

准。此外，为适应2004 年我国动物疫情解密的新形势，财

政部会同农业部等有关部门一起研究了动物疫情解密对我国

畜牧业的冲击，以及应采取的相关对策措施，提高工作的预

见性。

（四）提前落实农业税灾歉减免政策。2003 年，财政部

与国家税务总局开展一系列工作，落实国务院领导关于提前

落实农业税灾歉减免的政策。一是关注灾情，搜集农业受灾

资料。从上半年开始及时跟踪农业受灾情况，了解各地灾

情；认真听取受灾地区情况汇报，掌握农业灾情动态；要求

各地认真调查核实上报受灾情况。二是实地调查和核实灾

情，为资金分配和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根据具体情况，财政

部抽调8人组成 4个联合调查组，赴江苏、安徽、内蒙古、黑龙

江、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8个受灾较重的省区进行实地调

查和核实，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对灾情做出总体评价和判

断。三是提前研究、分配农业税灾歉减免资金。根据掌握的

资料，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农税局一起进行了反复研究、测

算和协商，在10月 15 日前将农业税灾歉减免指标分配、下达

到各省，比以往提前了一个半月。2003 年，全国农业税灾歉

减免补助4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20亿元。

此外，财政部还和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农业柴油、化肥补

贴资金和森林防火资金分配管理工作，支持农业生产救灾和

森林防火、灭火工作。

四、继续优化农业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农民增

收和农业结构调整

（一）支持实施良种推广补贴计划，提高农产品品质和

效益。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3亿元良种补贴资金，其中 2

亿元用于东北大豆主产区推广大豆良种2 000万亩，1 亿元

用于河南、山东、河北等小麦主产区推广小麦良种1 000万

亩。良种推广计划的实施，有效地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增加

了农民收入，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优势农产品区域规划的实

施。为加强小麦优质良种补贴资金的管理，财政部与农业部

一起制定下发了管理办法，要求补贴标准、补贴面积、补贴

良种品种数量等公开到村到户，要求农民良种大豆生产与龙

头企业订单收购相结合，确保农民直接受益。黑龙江省以实

施“大豆振兴计划”为主线，安排大豆良种推广补助专项资

金5 000万元，良种化工程专项资金2 000万元，大力支持良

种化工程建设。

（二）支持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青年农民培训资金5 000万元，开始

进行对农民非农技能培训的试点。1999 年至2003 年，跨世

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截至2002 年，

已在全国31 个省市区 747 个县（市）开展了培训工作，培

训青年农民154万人，至2003 年底，累计培训青年农民220

万人。该项培训工程有效地提高了受训青年农民的科技文化

素质，为农业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有

觉悟、懂科技、善经营的新型农民，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

（三）支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农业增长的科技贡

献率。2003年，中央财政安排 2 亿元资金支持先进实用新

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为加强该项资金管理，财政部将该

项资金从中央本级专项划为地方专项，并与科技部联合下达

了关于文件报送、资金拨付和资金管理的通知，共同组织技

术专家和财务专家对上报项目进行评审，选定了支持项目

359个。山东省安排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专项资金1 500万

元，重点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专项资金2 000万元，进一步加

强农业科技载体建设，完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网络，提高农

业生产的科技含量。

（四）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003 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 1 亿元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化经

营。为保证该项资金分配的公开、公平和科学合理性，财政

部聘请了有关农业经济、财务和技术专家对各地上报的项目

进行了评估、论证。在此基础上，共确定 140个农业产业化

基地和龙头企业项目。

（五）开展财政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试点，提高农民

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支持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试点经费2 000万元。财政部在深入研究和充分

征求主管部门、地方财政部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通过专

家评审，选择了100 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支持试点，探

索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政策措施。

（六）支持渔民转产转业，调整农业结构。为进一步妥

善解决中日、中韩及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生效后我国渔业发

展面临的新问题，财政部对以前颁发的《沿海捕涝渔民转产

转业资金管理暂行规定》进行了修改，在不增加中央财政负

担的前提下，合理划分支出范围，提高了大船补助标准，对

受三个渔业协定影响的小船给予适当补助，并根据报废船马

力大小适当给予拆解费用补贴。新规定调动了地方政府与渔

民减船的积极性，促进了渔民转产转业工作的开展。

（七）支持扶贫开发，提高贫困地区农民收入。2003

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补助地方扶贫资金105.9亿元，比上

年增加8 亿元，增长 8.17% 。在财政扶贫资金分配上，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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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采用因素法，使东、中、西部扶贫资金分配比例进一步

合理，分别为2.3% 、33.5% 、64.2% ，体现了中央提出的

扶贫资金向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倾斜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贫

困地区农民增收。

五、支持林业生态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展。
（一）支持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2003 年，中央财政共

投入资金81.16亿元，其中：财政专项补助资金 49.67 亿元

（包括管护事业费 20.18 亿元、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费 12.06

亿元、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费14.52亿元、森工企业下岗

职工一次性安置费补助2.91 亿元），基本建设投资 14.4 亿

元，中央财政转移支付17.09亿元。

（二）支持实施退耕还林工程。2003 年，国家安排退耕

还林任务4 550万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5 150万亩，投入资

金252.65 亿元，其中：粮食补助 248.32 亿斤，折合资金

173.82亿元（中央财政共投入）；现金补助19.77 亿元；种

苗和造林补助费48.5亿元；中央财政转移支付10.56亿元。

（三）支持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2003 年，国家安

排共投入36.07 亿元（不含禁牧舍饲补助）实施京津风沙源

治理工程。其中：粮食补助18.84亿斤，折合资金13.19 万

元，现金补助1.88亿元，基本建设投资21亿元（其中退耕

还林造林和种苗费补助5亿元）。

此外，财政部还支持开展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试点。为深

入探讨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管护体制和森林生态效益补

助资金的管理方式，从 2001 年起，中央财政支持开展森林

生态效益补助试点。试点省区为河北、辽宁、黑龙江、浙江、安

徽、江西、福建、山东、湖南、广西、新疆 11 个省区。到 2003

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30亿元。

六、完善制度法规，加强资金监督检查，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

（一）建章立制。2003 年，针对农业财政资金管理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财政部制定下发、修订完善、草拟了

一系列制度法规，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各地也根据本

省区农业发展具体情况和资金使用有关情况，参照财政部各

项规定，制定、修改了一系列条例和办法。

（二）认真做好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为积极推进国有农

业企业改制进程，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

流失，2003 年，财政部对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的企

业改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反复协商，批准中国牧工商

（集团）总公司与有关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中国种畜进出口有

限公司；与有关部门多次协商，严把政策关，对中国农垦

（集团）总公司改革脱困问题提出了分类处理的意见；认真

审核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分破产企业的清算工作。

（三）加强资金监督与检查。2003 年，财政部会同国家

林业局对黑龙江、福建等5 省区 2001～2002 年森林生态效

益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查。此外，为加强财政扶贫资

金管理，正式启动了“财政扶贫资金监管信息系统”建设。

这一系统于2003 年纳入“金财工程”。

（财政部农业司供稿，张岩松、吴文智执笔）

社会保 障 财政 财务

一、全力做好“非典”防治的资金保障工作，

支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2003 年上半年，我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

疫病灾害。迅速制止“非典”疫情的蔓延，有效救治患病群

众，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

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

象。为此，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将抗击“非典”作为最

重要的政治任务和业务工作，及时制定政策和拨付资金，全

力做好防治“非典”的资金保障和管理等工作。一是保证农

民和城镇困难“非典”患者全部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救治，防

止疫情扩散，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非典”患者及在医

院留验隔离期间的疑似病人，一律实行免费治疗，所发生的

救治费用由救治地政府负担。二是对参加“非典”防治的医

务人员给予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保障广大卫生医务工作者

全身心投入抗击“非典”战斗。三是支持中西部困难地区做

好防治“非典”工作。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困难地区农民和城

镇困难“非典”患者免费救治费用、县级医院发热门诊和隔

离观察室改造及防治“非典”急需设备购置费用原则上按

50 % 给予补助，并先后四次预拨了补助资金。四是加强对防

治“非典”专项资金和捐赠款物的管理，财政部建立了防治

“非典”专项资金日报制度，将民政和卫生等部门接受的社

会捐赠资金纳入了财政专户管理。五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一手抓防治“非典”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不动摇的指示

精神。财政部及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民航、交通、旅游、餐

饮等行业的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等政策，对减轻“非典”对

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 年，各级

财政安排“非典”防治资金135.5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实

际拨付“非典”防治补助经费 27.8 亿元，地方财政部门安

排了107.7亿元。

总结抗击“非典”的经验和教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切实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构筑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防

疫大堤”。2003 年，中央财政追加了 10 亿元专项资金用于

加强公共卫生体系能力建设，重点支持重大疾病防治，疾控

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农村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妇幼卫生工

作等。

二、落实财税优惠政策，支持促进下岗失业人

员再就业

2003 年 8 月，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召开全国再就业工

作座谈会，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快

推进再就业工作。按照中央的部署，各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优惠政策。经

国务院同意，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将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由服

务型企业放宽到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

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同时，延长了再就业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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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实施期限。另外，规定有条件的地区在财力允许的情

况下可对就业困难的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采取适当的扶持

政策。截至2003 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所有地市都结合本

地实际出台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二是加大资金支持力

度。2003 年 9 月，财政部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了

《关于妥善处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出中心再就业有关问题的

通知》，规定2005 年以前各级财政原来安排用于下岗职工基

本生活保障的资金规模不减；各地在确保稳定和促进再就业

的前提下，可以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结余部分，

调整用于对国有困难企业与下岗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所需经济

补偿金的补助。同时，全年中央财政新安排了再就业专项转

移支付资金47亿元，地方财政也安排了大量资金，一些地

区还将再就业资金投入制度化。三是认真落实税费减免政

策。各地除按中央规定免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有关税收

和1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外，对以前出台的相关收费政策也

进行了清理和整顿，如吉林省免征 16 项、湖北省免征 39

项、江西省免征 4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四是加强督查。根

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财政部与有关部门积极开展督查工

作，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也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开展自查和督

查，有力地推进了各地再就业工作的开展。截至2003 年底，

全国领取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中有 440 万人实现了

再就业。

三、完善筹资机制，做好“两个确保”和“低

保”等工作

2003 年，各级财政部门继续配合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

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努力建立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险基

金的自求平衡机制。继续推进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在

完善征管制度、落实机构和人员、加强宣传和建立信息网络

系统等方面努力探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尚未实行税务机

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地区也努力核实缴费基数、人数等，加

强征管，同时主动向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税务机关征收

的优势、成效，努力争取实行税务征收。2003 年全国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入3 240亿元，当年支出2 741亿元，滚

存结余1 815亿元。全国失业保险基金当年收入 252 亿元，

当年支出 204 亿元，滚存结余 307 亿元。扣除财政补贴收

入，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入2 696亿元，较上年增

长15.71% ，全国失业保险基金当年收入245 亿元，较上年

增长13.43%。

各级财政部门努力增加财政投入，确保党中央、国务院

有关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一是继续

做好“两个确保”。2003 年，中央财政安排“两个确保”方

面的支出达 6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1% ，其中，对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支出 4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1 % 。为做好农垦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在各地按规定

将农垦企业及其职工纳入当地基本养老保险范围的同时，中

央财政也安排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地方进一步做好工

作。二是巩固“低保”成果。全年中央财政安排低保补助支

出92亿元，比上年增长1倍，地方财政安排60多亿元。截

至2003年底，全国低保对象达到2 235万人，基本做到应保

尽保。三是确保灾民基本生活。2003 年，我国自然灾害重

于常年，许多地区发生了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为及时解

决受灾地区灾民生活困难问题，2003 年国家财政共安排特

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 53.4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

40.5亿元，比年初预算增加了18.5 亿元。为加强救灾资金

的管理，财政部门积极支持完善实物救助机制，建立救灾物

资储备制度，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政府采购、财政直接支付方

式购置中央级储备救灾帐篷。同时，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加

强了对救灾资金的专项检查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

决。四是调整了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2003 年 7

月1 日起，中央财政提高了革命伤残军人、在乡红军老战士

和烈士、牺牲、病故军人家属的抚恤补助标准，平均增幅为

15 % ，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革命功臣的关心和照顾。五是做好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2003 年，国

务院下发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将强制性收容遣送改为关爱性救助管理，建立了以自愿受

助、无偿救助为原则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各级财政部门积

极配合民政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改革现行收容制度，并及时对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给予救助。截至 2003 年底，

全国已建立救助站 931 个，救助17.7 万人次，地方各级财

政安排资金 4.1亿元。

四、继续做好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相关

工作

2003 年是辽宁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的第3

个年头。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加强对辽宁试点工作的指

导，多次派人赴辽宁省进行跟踪调研，并做好总结评估准备

工作。同时，中央财政继续按规定对试点工作给予资金支

持。辽宁省各级财政部门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会同有

关部门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途径，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和做实基本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工作取得新的进展。2003 年，辽宁省在

前两年已经并轨124 万人的基础上，又并轨 34.5 万人，并

轨工作基本完成；截至2003 年底，辽宁省累计做实个人账

户基金88.3 亿元。另外，结合中央提出的振兴东北地区等

老工业基地战略，按照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稳步推行

的原则，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研究在吉、黑等地区进行

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的可行性，并组织有关人员

多次赴吉、黑两省进行专题调研，重点了解当前老工业基地

社会保障工作存在的问题，研究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扩大

试点的具体措施。

除辽宁省外，其他地区财政部门也都按照因地制宜、分

类指导、分别处理的原则，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探索下岗职工

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的办法，并取得较大进展。截

至2003 年底，全国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内国有企业下

岗职工195 万人，出中心 153.6 万人，其中72.3 万人与原

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浙

江、福建、山东、广东等 8 省市已经完成并轨工作，重庆、

内蒙古、广西、海南、云南、宁夏、江苏也基本完成并轨，

其他地区的改革步伐也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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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贫困农民家

庭医疗救助制度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广

大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2003 年，各级财政部门积极推动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一是制定有关配套政策。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精神，财政部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对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目标和原则、组织管理、筹资标准、资

金管理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财政部还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了《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决定2004 年在全国范

围开始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对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

民家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大病费用给予一定补助。二

是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截至 2003 年年底，全国已

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了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

（市）。地方财政部门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基金筹

集和管理等方面也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三是及时拨付农

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2003 年 8 月，财政部与卫生部制发

了《关于中央财政资助中西部地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补助资金拨付有关问题的通知》，就各地申请中央财

政补助资金的程序和对补助资金的监督检查作了具体规定。

2003年，中央财政拨付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 3.7 亿元，

地方各级财政也安排了相应的补助资金。

六、加强政策研究，健全财务制度，强化财政

监管

2003 年，各级财政部门在政策跟踪调研和理论研究方

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是对再就业、农村合作医疗、农垦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军队转业干部生活保障、企业办社会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二

是深入开展社会保障政策理论研究。2003 年，财政部组织

各地财政厅（局）就社会保障待遇标准衔接、自求平衡机

制、就业政策、政府在卫生领域的职责和农村社会保障等亟

待研究解决的社会保障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和讨论。山东、

安徽、湖北、辽宁、江苏等参加课题研究的地方财政部门投

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认真进行问卷调查、抽样调查的基

础上，开展了省内和省际间的研讨。财政部还将社会保障列

为专题开展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今后改革的思路和建议。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财政部

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就各地在执行财务制度过程中的一些具

体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两部还在此基础上统一了社会保险

基金决算报表。财政部还会同中国残联下发了《中国残疾人

事业五年计划纲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关于印发中央财

政补助地方残疾人事业“十五”计划纲要专项资金补助项目

及标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了残疾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还会同有关部门清理了原在自然减员经费中列支的移

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待遇项目 20 个，明确了补助

标准和资金渠道，规范了安置经费的使用管理，保障了移交

地方管理的军队离退休人员各项生活待遇的落实。地方财政

部门也努力探索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新方法，如山西省

为了规范“低保”资金的使用，在阳泉市尝试“低保”资金

电子货币化发放办法。安徽省积极探索新型社会保障财务管

理方式，以合理的规划增强社保资金安排的科学性，以刚性

的办法约束资金分配的随意性，以强硬的监督制约机制约束

资金管理使用的弱效性，以整合和稽核的措施堵塞收支两大

环节的漏洞。浙江、北京、重庆等省市积极探索个体工商

户、民营企业参保缴费的具体办法，取得较好的效果。

加强监督检查，把社会保障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纳入日

常工作。2003 年，财政部对“两个确保”、“低保”及再就

业、“非典”防治、救灾等资金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部分

检查工作由财政部驻各地专员办承担。各地也结合本地实际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专项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整改。

七、召开全国财政社会保障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财政部于2003年12 月9日召开全国财政社会保障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一年来财政社会保障工

作的情况和经验，探索新时期财政社会保障工作的思路，布

置2004年财政社会保障工作。会议提出财政社会保障工作

的基本思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本着统筹兼

顾、协调发展的原则，继续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下岗

失业人员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保证

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

要求，完善筹资机制，健全财政监管体系，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全国共有4 000多人参加了会议，全国 9个省市财政厅

（局）以录像片的形式介绍了本地区有关财政社会保障工作

的经验。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供稿，徐 刚执笔）

国有企 业 财政

财务 管理 工 作

一、积极支持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

改革发展

（一）积极参与重大行业企业改革重组工作。2003 年，

按照中央的决定，财政部继续积极参与电信、电力、民航三

大行业管理体制改革，初步完成了涉及的资产划分、资本

（股权）确定、违规股权清退以及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工作，

及时办理了相关资产财务划转手续。截至2003 年底，电信、

电力、民航三大行业的体制改革工作基本完成。通过改革重

组，电信行业形成了4 大电信企业集团，通讯及信息服务领

域里的竞争格局基本形成。电力行业形成了11家企业，初

步形成了厂网分开的基本架构，为竞价上网奠定了基础性条

件。民航运输行业形成3 大航空集团公司和3 大民航服务保

障企业，基本实现了政企分开。

（二）积极支持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2003 年，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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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参与审核批复了 39 家中央企业的改制重组方案，妥善解

决了重组改制过程中企业资产划分、资产损失核销、注入国

家资本金、税收政策以及土地使用等政策问题，为支持国有

企业深化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批复了 8

户中央企业的主辅分离改革总体方案，推动了国有大中型企

业实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改革工

作。提出了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总体思路、目标和政

策措施，初步研究拟定了中石油、中石化、东风汽车三家大

型企业集团分离办社会职能的试点方案，并上报国务院。继

续对中石油、中石化、宝钢集团、鞍钢集团、攀钢集团等一

大批改制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返还政策，推动存续企业深

化内部改革，解决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增强国际竞争力。

（三）积极支持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2003 年，中

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资金安排规模，有力

地支持了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年共安排破产补助资

金210亿元，比年初预算增长了近1倍，使112 户煤炭、有

色金属等资源枯竭矿山和部分军工企业顺利实施了关闭破

产，平稳地退出市场，安置职工51.78 万人。凡列入破产计

划并经司法程序宣告破产的企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全部到

位，保证了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

（四）支持外贸出口和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2003 年，中央财政积极运用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对外

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资金等政策工具，鼓励和支持有比较

优势的国内企业进行对外投资、跨国经营，参与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与竞争，有力地促进了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发展，带

动了国产设备、技术、材料出口和劳务输出，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继续落实外汇借款项目以税还贷政策。为了落实

“十五”期间外汇借款以税还贷政策，2003 年财政部会同国

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十五”期间外汇借款项目以税还

贷政策执行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2002 年外汇借款

项目以税还贷申报和审核工作的通知》。2003 年中央财政共

安排退税指标 19.5 亿元，使 551 个项目享受了该项政策，

对促进企业按期足额归还外债，减轻企业外债还款压力，发

挥了重要作用。

（六）积极支持中央企业重大项目建设（购置）。为了支

持国有重点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

2003 年中央财政继续对中央企业重大在建（购置）项目贷

款给予贴息，全年共拨付资金10亿元，重点对10 户中央国

有骨干企业给予了支持，对缓解企业重大基本建设项目还贷

压力，减轻企业财务负担，促进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增强企

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全面加强制度建设，大力推进依法行政

（一）加强国有产权转让监管，规范企业产权转让行为。

为了规范国有产权转让行为，2003 年财政部会同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制定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

暂行办法》，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监管及转让程序等问题

作出了规定，明确了财政部门对重要子企业的重大国有产权

转让事项的监管职责，为加强国有产权转让监管，监控财政

风险，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规范企业财务行为，维护国有资本权益。一是制

定《企业资产损失财务处理暂行办法》，对资产损失的分类、

确认以及处理程序、核销权限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以利于促

进企业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加强资产损失财务管理，维护国

家权益。二是下发《财政部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

的通知》，对企业对外捐赠的定义和途径、原则和要求、类

型和对象、捐赠范围、内部管理、财务处理和监督管理等作

出了详细规定。三是下发《财政部关于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

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对企业为职工购买补充医疗保

险和补充养老保险的列支渠道，以及购买商业保险的财务处

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为维护投资者权益和职工的合法权

益，提供了制度保障。四是下发《财政部关于外商投资企业

对外投资资产评估增减值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外

商投资企业以实物或者无形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减值的财务

处理规定，以利于规范外商投资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维护投

资者权益，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稳步发展。

（三）规范中介机构审计行为，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研究拟定了《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工作规则》，对审计业

务的约定、审计的范围、审计的实施、审计报告的管理、财

政监督等内容作出了相应规定。对规范企业和中介机构行为

起到了约束作用。

（四）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完善相关资金管理

办法。2003 年，财政部先后制定了《三峡库区移民后期扶

持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库区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

法》、《军队保障性企业关闭破产费用测算与审核办法》、《外

商投资环境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对外承包工程保函

风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补充规定》等一系列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不断改进和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管理，为增强财政

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制度保障。

（五）积极参与评估行业清理整顿工作，加强和规范评

估行业管理。2003 年 3 月，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类社会中

介机构领导小组撤销后，国务院决定将评估行业的清理整顿

工作交由财政部承担。按照国务院的统一要求，财政部在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评估行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具

体措施，并报请国务院转发了财政部起草的《关于加强和规

范评估行业管理的意见》，对加强和规范评估行业管理起到

了重要作用。

三、认真研究相关政策，积极解决困难企业的

生产和职工生活问题

（一）进一步完善关闭破产政策，积极研究解决反映比

较强烈的共性问题。为了妥善解决关闭破产工作中存在的一

些突出问题和矛盾，2003 年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专门组织

力量，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国有困难企业和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基

本生活问题若干意见的通知》，重点在三个方面对关闭破产

政策进行了调整完善。一是延长了离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

费的计算期限；二是明确了破产企业拖欠的职工工资的解决

办法；三是延长了破产清算期间职工生活费的计算期限。通

过调整完善政策，较好地解决了关闭破产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受到企业和职工的欢迎。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二）切实解决破产企业的职工异地搬迁问题。异地搬

迁问题，主要是当地经济基础薄弱，自然条件恶劣（有的处

于高寒地区、有的自然灾害严重），企业破产后，受生存居

住条件限制，职工再就业难，生活无着落。财政部从切实关

心困难职工的最根本利益出发，对这类破产企业的异地搬迁

问题给予了妥善解决。2003 年，财政部共安排拨付异地搬

迁补助费 4.44亿元，使云南东川矿务局、贵州赫章铅锌矿、

新疆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克拉玛依金矿和阿勒泰矿等5 户

企业共1.4万户职工家庭得到了搬迁。

（三）积极支持并妥善解决企业离退休教师待遇问题。

为了妥善解决企业和政府在办学中的离退休教师待遇的差异

问题，财政部通过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妥善解决的措

施和办法，并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同意。一是企业所办中小

学校，无论离退休教师的基本养老金和统筹外项目补助，还

是在职教师的工资，凡低于当地政府所办中小学校同类人员

标准的，均由企业按当地政府所办中小学校同类人员标准计

发。二是企业发生的上述支出允许计入管理费用，并在所得

税前扣除。三是按政府所办中小学校同类人员标准计发确有

困难的亏损企业，由同级财政予以适当补助。中央亏损企

业，由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四）妥善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的生活困难问题。为了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落实人事部、财政部等部门

印发的《关于认真解决部分在企业工作的军队转业干部生活

困难问题的通知》要求，2003 年，中央财政对确实困难无

力支持拖欠军转干部工资的中央亏损企业给予了一次性补

助，对妥善解决国有企业军转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暂时困

难，及时化解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积极研究探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重大

政策问题

（一）积极研究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政策措

施。按照中央关于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战

略部署，2003 年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如何调整改造东北

老工业基地进行了专题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基本摸清了东

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提出了支持加快东北

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政策建议，为《中共中央关于实施东

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的颁发提供了基

础性资料。同时，还专门组织力量撰写了《充分发挥财政的

职能作用  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的专题研究

文章，提出了支持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基本思路

和措施办法。

（二）积极参与出口退税政策的研究工作。针对我国外

贸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出口退税任务不断加重的新形势，按

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2003 年，财政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 7项建议，即采取适度

的支持外贸出口的政策措施、建立出口退税的调整机制、适

时调整部分出口商品退税率、中央地方共同承担、完善加工

贸易保税管理办法等，为国家制定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方案发

挥了重要作用。

（三）深入研究电力职工持股问题。为了推动电力企业

改革，2003 年，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精神，财政部专门

组成两个调查组，对四川等四省市电力职工投资电力企业的

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摸清了情况，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

议，并形成了《关于电力职工投资电力企业的调查报告》，

为推动电力企业深化改革，规范企业职工持股行为，完善相

关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对“非典”疫情影响进行了专题研究。2003 年

“非典”疫情在我国部分地区暴发后，国民经济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民航、旅游、餐饮、零售、出租车等行业企业受

疫情影响比较严重，损失较大。仅在4、5、6月三个月，全

国航空公司共亏损 66.6 亿元，其中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中

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三大航空集团

亏损53.5亿元，占全国航空公司亏损总额的 80.33% 。为

把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帮助企业尽快恢复生产运营，渡过

难关，确保国民经济稳定增长，财政部通过互联网络、新闻

媒体和电话联络等方式收集大量信息，作了大量的分析研

究，及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国务院制定出台对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民航、旅游等行业企业实行短期流动资金

贷款财政贴息、减免税和停征政府性基金等多项救助政策，

发挥了重要作用。

（财政部企业司供稿，张国春、陈柱兵执笔）

金 融企 业 财务 监管

一、深入研究财政与金融热点问题，大力支持

金融体制改革

（一）研究分析金融运行与货币政策执行情况。2003 年

初，财政部对近年来金融机构存贷差及居民储蓄过高等问题

进行了专题研究，全面分析了 2002 年度金融运行情况及货

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剖析我国货币政策的特点及效果，为参

与2003 年度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提供背景材料和政策建议。

此外，针对国外对中国人民币提出的升值问题，加强对人民

币汇率风险问题研究，并提出了我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应

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政策建议。

（二）积极参与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方案的研究。2003

年，财政部继续积极贯彻和落实 2002 年 3 月中央金融工作

会议精神，参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国有保险公司

股份制改造、农村信用社改革等专题工作的研究。特别是对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方案进行了反复研究，就改革目

标、内容、配套措施、步骤等问题多次提出重要意见，并对

改革成本进行了认真测算和分析。

（三）研究金融类国有资本监管制度问题。国资委成立

之后，财政部原来承担的对非金融类国有资产的监管职能划

出，但对金融类国有资产的监管体制一直没有明确。为此，

财政部及时、主动地对金融类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问题进行了

研究。经与中编办多次磋商，经国务院明确，财政部继续履

行金融类国有资产监管的职责。

（四）开展关于财政风险的课题研究。我国已连续 6 年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国债累计发行额已达18 000亿；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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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大

量财政隐性债务逐渐显性化，财政债务风险已成为财政可持

续发展的重大隐患，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一个热点问

题。根据财政部的统一部署，金融司、预算司、国库司、社

保司、企业司、经建司和国际司共同承担了财政风险这一重

大课题研究。

二、加强国有金融机构的预算管理，认真分析

预算执行情况

（一）继续加强金融各口的部门预算管理。一是为适应

2003 年政府机构改革后新设银监会的最新情况，按照部门

预算管理的原则与要求，经与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反复沟

通，及时研究确定了银监会的预算管理方案，完成了银监会

2004年底预算的“一上”编制工作；二是加强对证监会、

保监会的预算管理，印发了财政部《关于授权各地专员办加

强对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预算和

财务监督的通知》，并举办了对专员办的培训；三是研究并

协调社保基金理事会国债手续费的管理和使用问题，明确国

债手续费使用的有关政策。此外，为提高全国社保基金的投

资收益，针对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的现状，会同中国人

民银行、证监会、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研究全国社保基金

投资境外证券市场问题，并上报国务院。

（二）进一步加强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财务预算管理。

一是认真批复和落实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财务预决算，及时分

析预算执行情况，从严控制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亏损补贴数

额；二是针对我国外汇储备经营的特点，加强对储备经营财

务预算管理，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储备经

营考核及费用预算管理进行了研究，完成了外汇储备经营管

理人员考核和奖励办法；三是改进和完善现行政策性银行财

务管理办法，着重在激励机制、补贴机制、预算管理等方面

进行了改革，并针对各家政策性银行的不同特点，对考核指

标和考核方式等问题作进一步完善；四是为规范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的财务行为，加强对该公司的财务管理和经营核

算，制定下发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财务管理办法》，

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加强内部财务管理提

供了政策依据。

三、完善金融企业财务监管制度，加强对国有

金融企业的财务监管

（一）继续加强金融企业财务监管基本规章制度的建设。

一是研究草拟了《进一步加强金融企业财务监管若干事项的

规定》。根据财政部专员办及地方财政部门的反映，针对金

融企业在购买补充养老和医疗等商业保险、提高职工教育经

费计提比例、房改和车改过程中涉及的财务事项制定了有关

财务管理办法。二是研究起草了《关于严禁金融机构私设

“小金库”有关财务管理办法》。禁止金融机构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侵占、截留收入，私存私放资金和私设“小金库”的

行为，进一步规范和强化金融机构的财务管理，维护国有资

产的权益。

（二）加大对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风险的监管力度。一是

制定颁发了《国有商业银行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披露办法（试

行）》，规范国有商业银行财务会计信息的披露行为，加大社

会监督力度；二是会签银监会向国务院上报了《财政部关于

在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3家政策性银行扩大减免表外息

盘活不良贷款试点工作的请示》，以利于银行最大限度地收

回不良贷款；三是经请示国务院同意后颁发了《财政部关于

中国建设银行脱钩自办经济实体和对外投资委托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公司处置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

将投资实体委托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政策，尽快解决历史遗

留的风险问题；四是针对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存在的问题，

起草了拟上报国务院的《关于改进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财务

管理办法的请示》，明确有关损失的处置办法；五是充分考

虑国有商业银行风险资产的形态，研究草拟了《商业银行信

贷资产潜在损失准备提取和实际损失冲销办法》，进一步明

确呆账准备计提基数的范围，加大使用呆账准备金消化损失

的力度。此外，财政部还配合银监会研究制定《商业银行资

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国有商业银行提出的有关案件诉讼

费的财务处理、冻结美金挂账的财务核算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和答复，促进了国有商业银行真实反映经营收益，早日清理

消化潜在损失。

（三）积极做好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造过程中涉及的财务

监管工作。具体工作包括对3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的股份制

改造涉及的国有资产评估结果的核准、清理和核销不良资

产、批复国有股权管理方案，明确保险公司改制中涉及的有

关税收问题等。在财政部的积极支持下，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已成功在境外上市，并为推进其他

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积累了经验和创造了有利条

件。
（四）进一步改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制

度环境。一是研究起草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管理办

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办法》，将分散于30多个

文件中的关于资产管理公司财务管理和资产处置的规定进行

整理、归类和整合，通过完善制度促使资产管理公司进一步

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二是根据资产处置过程中出现的

新问题，制定下发了《关于调整不良资产处置进度统计表的

通知》，使各项统计数据能够更加真实、准确、及时地反映

处置工作的进度；三是起草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证券

化条例》，规范资产公司资产证券化行为，以便资产公司在

境内外进行证券化交易，增加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减少资产

公司证券化交易成本，有效控制风险。此外，还对资产公司

在处置房地产项目、非自用固定资产过户交易手续费及出让

金，以及债转股工作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五）加强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财务管理和政策

支持。为规范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财务行为，指导各级

财政部门加强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财务监管，2003

年7月，财政部印发了《财政部关于加强地方财政部门对中

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财务管理和政策支持若干问题的通知》。

《通知》对各级财政部门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实施财务

监管的职责、内容以及政策支持方式都做出了规定。

四、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担保的管理工

作，用好财政小额担保贷款贴息资金

（一）认真制定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为推进下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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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的再就业工作，解决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所需要的

资金问题，根据2002 年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精神，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原国家经贸委共同印发

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截至2003 年 9

月末，各地共落实担保基金18.87 亿元，小额贷款余额为3

亿元，贷款笔数9 851笔，发生代偿989万元。

（二）进一步规范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为提高财政

贴息资金的使用效益，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财政

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了《下岗失

业人员从事微利项目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

对贴息资金的预算管理、贴息贷款申请的审核、贴息资金的

审核和拨付等做了明确规定。

（三）积极完善小额担保贷款的有关政策建议。2003

年，财政部配合人民银行印发了《 <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

贷款管理办法> 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明确了小额担保贷

款的贷款人范围、贷款管理、统计以及有关指标的解释，及

时向地方拨付了3.75 亿元的贴息资金，规范和推动各地小

额担保贷款工作。对北京、湖北和辽宁等地下岗失业人员小

额担保贷款业务及财政贴息资金的发放情况进行了调研，针

对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五、继续做好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积

极开展金融类国有股权监管工作

（一）全面开展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2003

年，各地财政部门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

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

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全面开展了金融企业及其所办

投资实体的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基本摸清了全国金融企

业国有资产的家底。

（二）为规范办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创造

条件。根据各地的建议，2003 年，财政部与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联合下发了财政部门出具受理金融企业产权登记工

作的表证格式的文件，强化了金融企业产权登记工作约束力

和权威性。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的有

关政策。根据一些地方和企业的意见，财政部进一步完善了

金融企业国有产权登记工作中的有关政策，修改产权登记软

件，印制产权登记证，规范办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工作，汇总分析了金融类国有资产基本状况。对新接收的国

有股权管理审批事项、资产评估的审核与备案工作积极进行

研究，并及时办理应急的审批、审核和备案。

（财政部金融司供稿，张天强、刘野樵、马 勇执笔）

国家债务 管理

2003 年，经全国人代会批准的国债发行规模为6 404.26

亿元，实际发行国债6 403.53亿元。其中，外债实际发行10

亿美元全球债和4 亿欧元债（折合人民币为120.68 亿元）；

内债实际发行6 282.85亿元。2003 年兑付到期国债本金

2 952.23亿元，其中内债2 876.57亿元，外债 75.66 亿元；

兑付国债利息 982.18 亿元，其中内债 947.05 亿元，外债

35.13亿元。

一、政府内债

（一）国债发行情况。

1.凭证式国债发行。2003 年凭证式国债计划分 3 期发

行2 000亿元。在实际执行中，由于记账式国债发行受到市

场环境变化的较大冲击，发行遇到了阻力，财政部根据报经

国务院批准的《关于2003 年 11～12 月国债发行方案的请

示》，减少了记账式国债的计划发行额度，相应调增凭证式

国债发行，凭证式国债实际发行了4期，完成2 504.6亿元。

2.记账式国债发行。2003年记账式国债计划分16期发

行4 279亿元。在实际执行中，由于部分额度调整到凭证式

国债发行，实际发行了 13 期，完成3 778.25亿元。全年记

账式国债发行分阶段情况：

第一阶段为2003年1 至 8月中旬。这段时间市场利率

虽有小幅波动，但整体看较为平稳，记账式国债发行工作比

较顺利。截至 8 月中旬，记账式国债共计发行2 469.66亿

元，完成全年记账式国债发行计划的57.7% 。

第二阶段为2003年8月下旬至10月底。8月23 日中国

人民银行宣布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后，市场利率

水平明显上升：银行间市场 7 天回购利率由 8 月上旬

2.15% ，升至9月底的3.24% ；央行票据3个月、6个月利

率也从 8月中旬的2.35% 和2.41% ，上涨至10月1 日后的

2.72% 和2.91% 。受短期利率上涨影响，中期利率水平也

出现了较大升幅，此阶段国债 3 年期利率平均上涨了 40 至

60个基点，7年期利率上涨了100个基点。市场利率水平大

幅上升导致国债价格全面下跌，上证国债指数由 8 月 25 日

101.47点最低跌至 10 月 17 日的 97.33 点，累计跌幅达

4.08% ，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两市的国债市值损失约

500亿元。受其影响，财政部记账式国债发行工作遇到很大

困难。9月 17 日在交易所市场通过招标发行的 10 年期记账

式（八期）国债出现流标，当期国债计划发行240 亿元，招

标利率上限为 3.27% ，实际筹资额仅为 160.52 亿元，流

标比例接近1/3。同时，财政部原定于9月底在银行间市场

发行的3年期记账式（九期）国债，由于发行前市场利率已

经超过国务院授权的 3 年期国债利率上限值而推迟发

行。
第三阶段为2003年11至12 月。针对 9 月、10 月市场

变化和国债发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财政部向国务院上报了

《关于2003年11～12月国债发行方案的请示》，建议调整国

债发行方案：减少记账式国债发行额度600亿元，相应调增

凭证式国债发行额度；同时，适当放宽部分期限国债的利率

控制上限值。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余下的 928.06 亿元

记账式国债任务分 4期完成发行。

2003年国债发行中主要问题有：一是国债发行期限结

构不尽合理。记账式国债的发行期限偏长，按照全年各期限

国债发行额加权计算的平均发行期限为7.3年，不适应市场

的需求，也不利于降低财政筹资成本。二是凭证式国债发行

渠道不畅。主要原因是投资者提前兑取风险完全由承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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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发行国债后储蓄额明显下降影响基层单位考核指标

等，致使发行中存在大量国债等待发售而投资者购买需求却

不能得到有效满足的现象。

（二）国债管理改革。

在2003 年国债发行中，面对市场存在的较大困难，为

确保全年发行任务完成，财政部在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等

部门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和创新措施：

1.完善承销团制度，强化成员义务。在2003 年承销团

组建中，明确区分了甲、乙类成员，进一步引进竞争机制，

提高了国债承销积极性。按照组建办法规定，甲类成员承担

更多的承销义务并享有相应权利，促使实力较强的机构能够

更快地成长并发挥更大作用，有利于为推出做市商制度培养

机构；同时，规定了各成员的最低投标限额，对国债顺利发

行建立了制度保障。

2.发行基准期限国债，建立收益率基准。2003 年财政

部首次实现7 年期基准期限国债的发行，为发行其他基准期

限国债探索了经验，为建立真实、可靠的收益率曲线奠定基

础。

3.进一步推动国债市场的统一进程。首先通过不断加

大跨市场发行国债力度，逐步实现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

国债品种的统一，2003 年跨市场发行记账式国债1 523亿元。

其次努力提高跨市场国债交易效率，《跨市场国债转托管管

理办法》的发布与实施，明确了进行转托管业务各方的责任

和义务，规范了跨市场国债转托管交易行为，为不断提高跨

市场国债转托管效率的同时，实现国债统一托管的理想目标

奠定基础。

4.公布基准期限国债以及主要期限国债的年度发行计

划。2003 年，在2000年实现公布银行间债券市场季度发行

计划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基准期限国债以及主要期限国债年

度发行计划的提前公布，提高了国债发行公平与公正性，方

便了投资者合理调度、安排资金。

5.扩大柜台交易试点工作。2003 年，财政部在上年推

出银行间市场国债柜台交易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柜

台交易试点工作范围，通过增加柜台交易品种和扩大试点地

区，进一步发挥柜台交易在国债发行以及交易中应有的作

用，同时结合对柜台交易商培育工作，为下一步推出国债做

市商制度积累了经验。

（三）国债管理研究。

2003年财政部在确保国债发行任务完成的同时，在国

债管理前瞻性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进一步提高国债管

理水平，推动国债市场深化发展，在制度上和理论上进行准

备：

1.修订《国债条例》。2003 年，财政部开始重新对

1992年颁布的《国库券条例》进行修订。经过与专家、市

场人士以及有关部门管理人员进行座谈、讨论，《国债条例》

修订工作完成了第四稿。

2.研究开发国家债务监控体系。1998 年实施积极财政

政策以后，我国国债负担水平增长较快，同时隐性的、或有

的债务问题也日益突出，为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做到对国

家债务状况有清楚的认识，从 2002 年开始，财政部同中国

科学院合作共同研究开发国家债务监控体系，在研发过程中

摈弃现行的简单指标比较方法，将国家债务放入整个宏观经

济体系中进行考察，结合国情得出国家债务风险评价，为国

债政策、财政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依据，此项工作 2003 年

基本完成。

3.结合市场成熟状况，研究新的交易方式。国债市场

现有的交易方式只有现券和质押式回购两种方式。为满足

投资者多样化的交易需要，财政部结合市场发育状况，从

2002 年开始研究推出新的交易方式，2003 年制定了关于开

展国债买断式（即开放式）回购交易以及远期交易的通

知，为实现稳步建立期货市场目标摸索经验、奠定了基

础。

4.研究国债余额管理问题。我国自1981 年恢复国债发

行以来，一直实行国债规模年度发行额管理方式。随着国债

市场不断发展，这种方式成为灵活地进行国债管理以及开展

国库现金运作的制约障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03 年，

财政部借鉴国际惯例并结合我国国债管理实践需要，向国务

院提出了改国债年度发行额管理为国债余额管理的意见和具

体的实施建议。

5.积极参加债券市场发展问题的国际间合作。我国加

入W TO 以后，有关债券市场发展问题的国际间合作日益增

多，一些国际金融组织纷纷提出与中国加强合作研究中国债

券市场。2003 年，财政部积极参加了各项国际间合作活动，

对我国国债市场发展状况进行了宣传，并积极谋求国际上在

债券市场发展方面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二、主权外债

（一）国外债券管理。

1.认真做好主权信用评级准备工作。认真组织标准普

尔评级公司、穆迪评级公司和惠誉评级公司对我国主权信用

的年度复评工作。在复评之前，主动与3家评级公司协商其

需要了解的内容，并根据外方要求，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

组织协调好复评会议。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2003 年 10

月，穆迪公司将我国主权信用评级从 A3提高到A2，为我国

主权外债的顺利发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2.顺利完成主权外债发行工作。抓住美国利率处于历

史低位的有利时机，为兼顾美、欧、亚各地区投资者的需

求，财政部成功发行了美元和欧元双币种债。其中：美元全

球债10亿美元，期限为10 年；5 亿美元等值欧元债，期限

为5 年。财政部路演宣讲团分两组分别在美国与欧洲进行路

演，受到全球投资者的热烈响应，订单超过发行额的2倍以

上，以历史上的最低成本顺利完成了外债发行任务。

（二）外国政府贷款管理。

1.积极利用优惠外资，推进双边财政合作关系。2003

年，财政部针对各个贷款国对华发展援助政策的不同特点，

抓好与重点国别合作、推进重点项目的同时，注重全面巩固

和推进与贷款国双边财政合作关系的发展。2003 年 3 月，

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签署了 2002 年度日元贷款协议，项目

13个，贷款金额1 212亿日元，此外还举行了2003年度日元

贷款中日政府事务级会谈，非正式向日方提出了后两年的备

选项目清单。2003 年其他贷款国别政府贷款生效额约 5 亿

美元，新生效项目共 30 个。2003 年共组织举行了 10 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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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财政合作会议和工作会谈，接待国外政府代表团和评估

团20余次。

2.促进贷款项目实施，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

2003 年，根据地方财政部门的申请，经财政部与国家发改

委协商，204 个项目（金额近7.65 亿美元）新列入外国政

府贷款项目备选清单。项目涉及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医

疗卫生、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环境保护、扶贫等各个方面

和领域，支持和促进了我国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和经济建设

的快速发展。经过多方努力，芬兰、西班牙、奥地利、以色

列、科威特、沙特等国家出现了多年未见的项目储备充足的

局面。由于备选项目充足，工作到位，外国政府贷款项目的

执行率得到很大提高。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外国政府

贷款项目70% 面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生态

建设、节水农业、环境保护等方面促成了一批项目，切实加

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的支持力度。

3.制定下发外国政府贷款管理办法，继续做好建章立

制工作。财政部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新的工作方案，下

发了限额以下项目新的申报办法，对限额以下项目的管理办

法进行调整，并草拟了有关工作规程。此外，还制定下发了

《外国政府赠款转赠财务管理办法》和《外国政府赠款转赠

会计核算办法》。

4.认真落实财政扣款制度，着力解决债务拖欠问题。

一是对2002 年度部分地方和中央部门外国政府贷款项目的

拖欠实施财政扣款；二是彻底解决了原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

司等转贷项目划转给进出口银行后的有关还款问题；三是针

对进出口银行转贷项目的欠款问题，鼓励和支持各地建立外

国政府贷款偿债基金，落实财政扣款制度；四是清理和重组

日本政府“黑字还流”贷款拖欠项目，力促有关地方政府和

项目单位早日还款或重签协议；五是研究提出解决历史遗留

拖欠款问题的总体方案。

三、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

（一）世界银行贷款。

2003年，财政部与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完成谈

判的贷款总额为14.39亿美元，共计10个项目（见附件1）。

为应对2003 年上半年“非典”疫情防治，财政部与世行合

作启动了“非典”紧急援助项目，为疫情比较严重的省份提

供了必要的援助。截至2003年12月底，世行对中国的贷款

总承诺额累计超过 368 亿美元（包括 266 亿美元硬贷款和

102亿美元软贷款），用于支持247 个项目，其中约 90个项

目正在实施之中。世行对中国的贷款项目遍及中国大陆除西

藏之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交通、供水、城建与环

保、农业、教育、卫生等各部门。

（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

2003 年，财政部与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完

成谈判的贷款总额为14.88 亿美元，共计 7 个项目，（见附

件2）。截至2003年底，我国利用亚行贷款项目共计101个，

贷款总额近135亿美元。利用亚行贷款一直并仍将是我国政

府与亚行合作的核心。我国将继续利用亚行贷款服务于经济

发展，尤其是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同时，中国政府利用亚行贷款的领域也将向社会发展领域有

所倾斜。支持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统筹发展，进一步体现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准公共性。

附件1：

2003 年完成谈判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统计

单位：亿美元

附件2：

2003 年完成谈判的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统计

单位：亿美元

（财政部国库司、金融司、国际司供稿，刘延斌、

张天强、刘野樵、马 勇、牟婷婷、张岳斌执笔）

国际 财经交 流与合 作

一、多边国际财经交流与合作

（一）东盟+ 中日韩（10 + 3）财政和央行对话机制。

10 + 3 财金合作是我国周边重要的区域合作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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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财政部在该机制下全面阐述了中国对区域债券市

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立场，在建立和完善东亚资金援助

机制、发展区域债券市场以及推动私人部门参与区域经济一

体化等方面做了不懈努力，为我国领导人成功参加10 + 3 和

中日韩峰会做出了积极贡献，有力地配合了我国周边经济外

交工作。

2003 年8月5 日至7日，第六次10 + 3财长会和财政央

行副手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财政部部长金人庆率团

参加了财长会，副部长李勇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参

加了10+ 3 财政央行副手会。会议主要讨论了近期地区宏观

经济形势和亚洲债券市场发展、清迈倡议的落实深化等区域

财金合作事宜。会议决定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下，

围绕区域债券市场发展的主要问题成立六个工作组，进行专

题研究。会议还决定成立研究小组，就东亚金融合作、货币

汇率合作两大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会议正式签署了设立

“10+ 3金融合作基金”，用于资助10 + 3 会议有关费用，以

促进10+ 3成员间的经济评估与政策对话。

11月 28 日，第四次10 + 3 财政央行非正式副手会（即

10 + 3 经济评估与政策对话会议）在韩国汉城举行。财政部

副部长李勇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率团出席会议。会

议主要讨论了区域宏观经济形势与前景，并就亚洲债券市场

发展倡议的进展情况交换了意见。会议决定提高经济政策评

估与对话质量，成立“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中心组，对

该倡议下的六个工作组进行总体协调与指导，汇总有关进展

后向副手会和财长会报告。

在10 + 3 框架下，中日韩合作也逐步走向机制化，三方

的沟通与磋商日益深入，有力地推动了10 + 3 整体合作。7

月 5 日，中日韩财长在印尼巴厘岛参加亚欧财长会议期间举

行了三国财长会，讨论了三国经济形势与亚洲债券市场发展

等问题，随后的8月和11 月，中日韩还举行了两次财政央

行非正式副手会。此外，三国财政部国际司司（局）长分别

于3 月和8月在日本京都和扎幌举行了会议。同时，三方的

学术界也定期举行了联合讨论会，研究财金热点问题，供政

府决策部门参考。

除定期会晤外，财政部还参与和推动了10 + 3各方实质

性财金合作，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主要包括：

1.支持发展区域债券市场，提出发展区域债券市场应

优先发展国内债券市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主

张已成为各方普遍认同的基本原则。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

议下牵头“多边开发机构、外国政府机构和跨国公司发行亚

洲当地货币债券”工作组，进行相关研究和讨论。协调国内

有关部门研究国际开发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问题，就

允许国际开发机构试点发行人民币债券一事与中国人民银行

联合上报国务院，并获原则同意。

2.就建立区域投资实体的可行性和清迈倡议的未来走

向开展研究，提出了建立亚洲投资实体、实现清迈倡议从双

边向多边转型的初步设想，并由温家宝总理在10 + 3 领导人

会议上提出。为落实温总理的提议，财政部与日本、韩国、

东盟国家就建立亚洲投资实体进行了沟通，与中国人民银行

对实现清迈倡议从双边向多边网络化进行了研究。

3.加强内外协调，改进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工作机制。

国务院已明确由财政部牵头落实亚洲债券市场发展事宜。对

内，财政部召集国内有关部门研究参与区域合作事宜，加强

内部协调。对外，与日本、韩国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有

力地促进了三国在区域合作方面的磋商与协调；与东盟成员

和东盟秘书处也初步建立了经常性工作联系。

4.在人力资源开发与能力建设方面，中国承诺继续举

办“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暨10 + 3 财政央行官员研讨班，

在财金领域为东盟成员提供技术援助，加强相互间交流。研

讨班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分别承办，受到 10 + 3其他成

员、尤其是东盟成员的广泛欢迎与肯定。2003 年 5 月和12

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在杭州市、深圳市举办了第

五期、第六期研讨班。

（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议及下属会

议。
2003年9月4 日至5 日，第十届APEC 财长会议在泰国

普吉岛召开。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率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

行、外交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本次会议主要讨论

了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形势、中小企业发展、区域债券市场

发展、区域贸易安排与财政金融政策、反恐和反洗钱等议

题，回顾了APEC 财长会下各项倡议活动的进展情况。针对

美国方面要求我国立即实施更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让人

民币升值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在会上详尽阐述了我国人民币

汇率政策问题，并据理力争，使美方放弃了在会议公报中要

求中国做出相关承诺的不合理要求。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

10月的 APEC 领导人会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0月 15 日， “APEC 金融与发展项目”在上海召开

2003年度论坛。来自中国国务院有关部委、APEC 各经济体

的高级官员、知名学者和工商界人士共一百多人出席了会

议。论坛围绕“金融体系的稳定：政策与挑战”的主题，就

金融体系稳定评估、政府和市场在实现金融体系稳定中的作

用等进行了深入讨论。11月 24 日至27 日，该项目与韩国、

泰国和世界银行联合在韩国汉城举办了“APEC 中小企业融

资”培训；12 月 11 日至 12 日，与印尼和世界银行合作，

在印尼巴厘岛举办了“发展政府债券市场”培训。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近百名政府官员、企业界和学术界人士

参加了上述培训。

（三）20国集团（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

2003年3月3 日至 4 日，20 国集团第八次财政央行副

手会在墨西哥坎昆市召开。财政部部长助理李勇和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助理李若谷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

了危机防范与解决、发展融资、防止滥用国际金融体系、打

击恐怖融资、全球化与金融部门机制建设等议题。李勇就发

展融资问题做了主旨发言。

9月24 日至25 日，20国集团第九次财政央行副手会在

英国伦敦召开。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

若谷率团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全球化、危机防范与应对、

发展融资及反恐融资等议题。李勇就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平衡

发展做了主旨发言。

10月 26 日至27 日，20 国集团第五次财长央行行长会

议在墨西哥莫雷利亚市举行。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和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周小川率团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全球化与世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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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展望、金融危机的防范与应对、打击恐怖融资、防止滥用

国际金融体系、G20未来发展、全球化与金融机构建设以及

发展融资等议题。会上，金人庆部长就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展

望、G20未来发展走向以及发展筹资等问题做了发言，阐述

了中方的“共存、共赢、共发展”的理念，积极呼吁建立国

际经济新秩序、加强南北对话与合作、发挥 G20 的桥梁作

用、推动全球经济的持续平衡发展。周小川行长在全球经济

的讨论中，针对世界经济过分依赖美国经济以及美国的“双

赤字”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中国代表团还积极参与了对有关

解决金融危机的集体行动条款、良好行为准则以及国际反洗

钱标准的讨论。会议通过了《部长联合声明》。在本次会议

上，G20各成员国还一致通过中国作为2005 年G20 主席国，

并将此决议写入了《联合声明》。会议期间，金人庆财政部

长还分别会见了美、德、法、加等国财长，就中国与这些国

家的合作及有关国际经济问题广泛交流意见。

（四）亚欧财长会议（ASEM ）。

2003年6月 7 日至 8 日，第七次亚欧财长副手会在印

尼巴厘岛召开。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的代表团出席

会议。会议主要是为7月 5 日至6 日在巴厘岛召开的第五届

财长会议做准备。会议主要讨论了宏观经济与金融形势、千

年发展目标、促进亚欧增长和发展伙伴关系、亚欧区域合作

以及打击恐怖融资与反洗钱等议题，回顾了财长会机制下各

项倡议活动的进展，并就财长会联合声明进行了初步磋商。

7 月5 日至6日，第五届亚欧财长会议在印尼巴厘岛召

开。财政部部长金人庆率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外交部

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宏观经济与金融发

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前景、亚欧增长和发展合作伙伴关

系、跨区域金融合作、反恐怖融资及反洗钱等议题。会议通

过了《部长联合声明》，对加强亚欧财金合作表示支持。金

人庆在会上就深化亚欧财金合作做了主旨发言，呼吁加强两

大洲在宏观经济政策、区域合作、财金改革等方面的合作与

交流，探讨亚欧信托基金未来的作用以及推动欧洲投资银行

加大对亚洲的投资。

（五）中国与西方七国（G7）财政副手非正式对话。

2003年 9月 19 日，应 G7的邀请，财政部副部长李勇

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在阿联酋迪拜参加世行/基金

年会期间，代表中国与 G7 财政副手举行了首次非正式对

话。双方主要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和有效的

沟通。通过本次对话，七国财政副手对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

题上的立场表示理解，并在随后发表的公报中软化了对中国

汇率问题的基调。此后，美国副财长泰勒和财长斯诺又分别

在国会听证会上对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做了比较客观和理性

的表态。迪拜对话对有效地缓解西方七国，特别是美国在人

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的施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1月 30 日，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李若谷代表中国在法国巴黎与 G7 财政央行副手进行了第二

次非正式对话。双方主要就世界经济形势、中国经济以及中

国加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 TF）、中国与 G7 财政副手

今后非正式对话安排等议题交换了看法。中国财政及央行副

手向 G7 比较详尽地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有关情况和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发展战略，并就西方大国之间的

汇率波动等问题表示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切。G7 对上

述内容均做出了较积极的反应，对本次对话给予了较高的评

价，并表示希望今后定期能与中国进行此种形式的非正式对

话。
（六）马尼拉框架。

2003 年 11月 24 日，马尼拉框架第十一次会议在韩国

汉城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马尼拉框架 13 个成员及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 F）、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亚洲开发

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由财政部、中

国人民银行、外交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本次会议。会

议主要讨论了国际及本地区宏观经济形势、汇率问题、资本

流动、公司治理、财政可持续性、马尼拉框架未来发展方向

以及其他相关的经济金融等问题。

二、双边国际财经交流与合作

（一）中英财金对话机制。

2003年7月 14 日，中英财金对话机制第三次会议在英

国伦敦举行。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和英国财政部副部长保

罗·波腾共同主持了会议。双方就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

财政体制改革与创新、金融部门的开放与监管、发展新兴市

场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确定 2003 年 9 月份启动该机制

下的中英预算合作项目。会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此次

会议的成功举行不仅进一步增进了中英两国在财金领域的相

互了解，同时也为7月下旬布莱尔首相访华营造了良好的氛

围。

9 月 7 日至20 日，作为中英财金对话项下两国预算合

作项目的一部分，财政部就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这一课题组

团赴英国考察，与英国财政部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讨

论。考察内容对进一步推进中国的预算体制改革起到了一定

的借鉴作用。同时，与英国预算管理部门官员进行了广泛的

接触，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为今后加强沟通与合

作，进一步推动中英财金对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月 9 日至12 日，作为中英财金对话项下合作项目的

一部分，英国财政部国际金融局局长期蒂芬·彼克福特应邀

率团访华，就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货币政策、金融体制改

革等问题分别考察访问了北京、上海和成都。在华期间，彼

克福特一行分别拜会了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

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财政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

市国资委、上海证券交易所、四川省财政厅、中国项目开发

中心、四川省国企重组及企业发展项目管理办公室等部门。

这次访问加深了英国财政代表团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了

解，进一步密切了两部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二）中法财经合作交流。

根据中、法两国财政部商定的有关合作事宜，两国财长

隔年互访一次。2003 年11 月 29 日至12 月 2 日，法国财长

佛朗西斯·梅尔一行应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的邀请，访问了

上海和北京。在京期间，梅尔一行拜会了黄菊副总理，与金

人庆部长进行了会谈，并分别会见了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发改委副主任张国

宝。双方就中法关系、经贸合作、财政体制改革、货币政

策、金融监管、法国企业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等问题深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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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意见，促进了中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三）出访考察。

1.2003年2 月，应希腊和芬兰财政部邀请，财政部部

长项怀诚率团访问了希腊和芬兰。访芬期间，项怀诚部长拜

会了芬兰总理利波宁，并与财政部长尼尼斯托、芬兰央行、

通力公司和诺基亚公司等部门举行了会谈。在希期间，项怀

诚部长分别与希腊财政部长尼科斯·赫里斯托杜拉基斯及议

会第一副议长康斯坦丁诺斯·伊道纳斯举行会谈。

2.2003 年 8 至 9 月，应世界银行及秘鲁和智利财政部

邀请，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率团赴美国、巴西参加世界银行

举办的研讨会并顺访秘鲁和智利。

3.2003年10月，财政部纪检组长金莲淑应邀率团出访

意大利和匈牙利。在意期间，考察团拜会了意全国会计师协

会主席、审计法院联合审判厅厅长和经济财政部副部长。在

匈期间，分别拜会了其财政部副国务秘书和会计师协会主席

等。

4.2003 年11月，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率团出访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访澳、新期间，考察团分别拜会了两国国库部

和工业部主要官员，了解当地企业财税政策及改革情况。

5.2003年，财政部领导重要出访活动还包括：1月，李

勇部长助理随吴仪委员出访加勒比等八国；2 月，肖捷副部

长随卫生部出访津巴布韦、马达加斯加和坦桑尼亚。

（四）接待外国访华代表团。

1.2003年3月10日至12 日，印度财政部和储备银行代

表团一行5人访华北京，就外债管理，特别是主权债务管理

等问题与财政部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2.2003 年3月15 日至18日，德国副财长科赫·韦瑟应

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的邀请访问北京。在京期间，韦瑟一行

分别就财政政策、20 国集团、货币政策、金融体制改革、

银行监管等问题与财政部长项怀诚、副部长金立群和中国人

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进行了工作会谈，并赴中国人民大学与中

国财金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研讨。

3.2003年 8 月，应财政部长金人庆邀请，贝宁财政部

长拉乌鲁一行四人来华访问。期间，金人庆部长会见了拉乌

鲁一行，双方就财金合作和经贸援助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此

外，拉一行还分别拜访了商务部部长助理陈健和海关总署副

署长端木君，并前往上海参观访问。

4.2003 年9月 2 日至3 日，应财政部长金人庆的邀请，

美国财长约翰·斯诺一行访问了北京。在京期间，斯诺一行

分别拜会了温家宝总理和黄菊副总理，与金人庆部长和中国

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分别进行了会谈。双方就中美关系、人

民币汇率以及中美经贸合作等问题友好、坦诚地交换了意

见，增进了相互了解。

5.2003 年10月，应财政部长金人庆邀请，坦桑尼亚财

政部长姆拉姆巴一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期间，财政部长金

人庆和副部长楼继伟分别会见了姆一行，就双边财金合作和

减债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6.2003年12月，应财政部长金人庆邀请，蒙古财政经

济部长乌兰率团访华。回良玉副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了乌一

行，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及双边经贸关系等交换

了意见。金人庆与乌兰举行了会谈。

7.2003年，财政部还分别接待了美国前财长鲁宾、美

国银行家协会总裁奥吉尔维、荷兰全球人寿集团主席兼首席

执行官唐仕德和亚行执董团等。

（五）重要会见。

2003 年，财政部还安排了近150 场会见活动。主要有：

金人庆部长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科勒、亚行行长千野

忠男、摩根大通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哈里森等。楼继伟副

部长会见几内亚经济和财政部长谢克·阿马杜·卡马拉、芬兰

财政部副国务秘书兼欧盟财经委员会主席奥克霍尔姆、世界

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费朗索·瓦布吉尼翁、国际

金融公司副总裁彼特·沃奇、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

芬·罗奇等。

中国与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

（一）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

1. 贷款合作。2003 年，财政部向世行贷款总额为

14.39亿美元，用于支持10个项目。为应对 2003 年上半年

爆发的“非典”疫情，财政部还与世行合作启动了“非典”

紧急援助项目，使用了世行已注销或将注销的1 000万美元

软贷款和1 000万美元的赠款。2003 年7 月，财政部与世行

进行了世行贷款2004 至 2006财年三年滚动规划谈判，规划

利用世行贷款项目 33 个，贷款总额 48.66 亿美元。按国务

院批准的口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世行年度对中国的贷款

规模预计保持在 10 至 15 亿美元之间，重点放在交通、城

建、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领域，并继续将贷款向中西部地区

倾斜。

2.政策交流、分析咨询及沟通活动。（1）春季会议与

年会。一年一度的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和世行基金年会是对

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决策的场合。分别在2003 年 4 月

和9月举行的春季会议与年会主要围绕两个主题进行，即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资金动员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财政

部长金人庆率团出席了9 月下旬在迪拜举行的世行/基金年

会，并代表中国政府做了大会发言。此外，中国还派人参加

了4月和9月在伦敦举行的两次发展委员会副手会议，及时

了解发展委员会部长级会议的讨论方向；参加了2月和9 月

召开的 24国集团技术小组会议，了解发展中国家对重大发

展问题的研究与看法。 （2）政策分析咨询活动（A AA）。

2003 年，世行完成的中国经济和部门调研报告有：《改善投

资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中国23 个城市排名》、《发展中

国的机构投资者》、《中国经济备忘录：推动公平的经济增

长》、《借鉴国际经验管理中国的国有企业资产》、《改善中国

的投资环境》等。截至2003 年底，中国与世行合作完成了

120多篇经济和部门研究报告，这些报告针对中国宏观经

济、地方经济、农村发展、教育卫生、交通运输、财政金

融、能源水利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专门研究，为中国的宏观经

济管理部门改革和行业经济改革提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和建议。（3）世行高层来访。2003 年，财政部多次接待了

世行东亚地区副行长孔杰忠、主管研究的高级副行长弗朗索

瓦以及主管金融的高级副行长、世界银行学院院长兼副行长

和其他一些行业的局长等世行高级官员的来访，与世行东亚

地区基础设施局局长以及城建、交通和能源各部门负责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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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业务发展进行了多次交流与讨论。

3.其他重要合作。 （1）积极参与世行政策的制定。

2003年上半年，世行开始重新审视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

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充分行使股东国发言权，与印度

联合发表书面发言，强调基础设施项目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

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重要作用，在世行引起了很大反响。7

月，世行管理当局提交了“基础设施发展行动计划”，重新

重视基础设施项目。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了世行关于国别

援助政策（CAS）与简化政策和程序的讨论，为借款国争取

最大的利益。（2）谨慎应对伊拉克重建问题。由于美国与

法、德、俄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国财长斯

诺曾紧急要求同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就伊拉克重建问题交

换意见。在关于伊拉克重建问题的多次讨论中，中国始终强

调伊拉克重建工作应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不能损害现有软

贷款国家的利益，并要保证整个重建计划的透明度。最终，

讨论各方达成妥协，在2004至2008 财年，世行意向性对伊

拉克贷款规模为30～50 亿美元。（3）继续探求与其他资金

结合的渠道。中国财政部一方面继续探求能够与世行贷款相

结合的其他国外资金来源，包括全球环境基金（GEF）、英

国国际发展部（DFID）、欧盟（EU ）等机构；另一方面，

积极研究世行贷款与国内专项资金相结合使用的方式，如青

年农民培训、农村沼气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职业培训等

项目。

（二）中国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

1.贷款合作。2003 年，财政部与亚洲开发银行（以下

简称亚行）完成谈判的贷款总额为14.88亿美元，共计7 个

项目，主要用于交通、城建环保、能源等领域。截至 2003

年底中国利用亚行贷款项目共计101 个，贷款总额近135 亿

美元。另外，亚行 2003 年还向中国提供 200 万美元赠款，

帮助中国有关部门和省市控制“非典”疫情。7 月，中国与

亚行进行了亚行贷款2004 至 2006 财年三年滚动规划谈判，

三年共规划贷款项目30个，贷款总额约50亿美元。

2.政策对话。（1）亚行对华国别战略与规划。2003 年，

亚行经过与我国各部门的广泛磋商，制定了新的对华国别战

略。该战略将指导今后5 年中国与亚行的贷款和技术援助合

作。新的国别战略规划肯定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

提出亚行将作为中国政府的重要发展伙伴，继续支持中国的

经济发展和减贫工作。根据该战略，亚行将重点围绕四个方

面开展在华业务：一是促进益贫式经济发展；二是营造有助

于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强化公共治理体制；三是促进区域

合作，帮助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四是促进环境的可持

续性。（2）中国与亚行《减贫伙伴合作协议》。2003 年 9月，

经过中方与亚行数轮磋商，中国与亚行的《减贫伙伴合作协

议》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与亚行副行长埃肯博格在北京

签署。该协议高度赞扬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减贫成就，客观地

提出了中国在减贫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亚行今后支持中

国减贫的政策方向和手段。亚行是第一个与中国政府签署

《减贫伙伴合作协议》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3）技术援助

政策改革。2003 年，在中国及其他发展中成员国的敦促下，

亚行对其技术援助的有关政策和规定进行审议和改革。亚行

技援改革目标是提高技术援助效果，增强参与国的自主性。

经过中方与亚行就技援试点改革工作进行磋商，初步选定了

一批技援改革试点项目。

3.区域合作。（1）湄公河次区域（GM S）合作。2003

年，亚行牵头的大湄公河次区域（GM S）合作进展顺利。

南北经济走廊（昆明一曼谷公路）老挝境内路段由中方援建

的部分路段正式开工建设；GM S 六国签署了《GM S 便利跨

境客货运输协定》，并开始了有关附件和议定书的谈判；落

实《GM S政府间电力贸易协定》；此外，针对 GM S 人力资

源建设的“金边计划”的各项活动也陆续展开。9 月，中国

政府在云南大理成功举办了第12届 GM S 部长级会议。国务

委员唐家璇出席会议并作开幕致辞，财政部长金人庆作为大

会主席主持了会议。中方在会上提出的合作倡议得到各方积

极响应：一是加快贸易便利化进程；二是加强矿产资源领域

的合作，共同探讨成立 GM S 矿产勘探风险基金；三是促进

私人部门对次区域合作的参与，鼓励跨境私人投资；四是建

立次区域国家传染性疾病的监测和共同防治体系；五是提高

GM S的合作效率等。会议决定，由中国举办2005 年第二次

GM S领导人会议。（2）中亚区域合作。2003 年中亚区域经

济合作机制在交通、能源、贸易便利化三大领域的合作取得

了积极进展。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已初步展开。其

中，中方拟出资援建中吉乌公路吉方境内部分路段，吉方已

与中方和亚行方面就项目融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海关合作

方面，召开了海关署长会议，制定了包括简化海关单证和程

序、促进信息交换、加强稽查等各方面的“集体行动计划”，

并开展了一系列研讨和培训。2003 年11月 11 至 12 日，第

二届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召

开，财政部副部长李勇率团出席了会议。

4.其他重要事件。（1）2003 年 8月，财政部原副部长

金立群作为中国候选人竞选亚行副行长并取得成功，主管亚

行对南亚和湄公河流域国家的贷款业务。这是亚行历史上第

一任中国籍副行长。（2）2003 年12 月，财政部率团代表中

国政府正式以捐款方的身份参加了亚洲开发基金第九期捐资

谈判。这是中国首次参加亚发基金谈判，表明了中国政府对

亚太地区减贫和发展事业力所能及的支持，也标志着中国在

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中从单一的借款国向重要股东和捐款成员

转变。中国参与亚发基金，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3）2003 年7月，财政部长金人庆在马尼拉出席 10 + 3 财

长会期间，以中国财长身份访问亚行总部，并会见千野忠男

行长。（4）2003年10月，亚行执董团访华，团员包括日本

执董、德国执董、巴基斯坦执董、新西兰副执董和乌兹别克

副执董。执董团拜会了曾培炎副总理，会见了财政部、发改

委、交通部、国家环保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并访问了贵

州、四川和陕西三个西部贫困省份。执董团高度赞扬了中国

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亚行在华项目的执行情况表示

满意，并对进一步加强亚行与中国的合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

议。
（三）中国与国际金融公司的合作。

国际金融公司（以下简称 IFC）是世界银行集团的成员

之一，成立于1956 年，其宗旨是通过多渠道的股本投资和

贷款融资促进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或非国有部门）的发

展。2003 年，IFC 在华投资 3 个项目，年度总投资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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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50万美元，使中国成为 IFC 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截至2003 年底，IFC 共批准在华投资项目 53 个，范围涉及

基础设施、制造业、金融、信息技术、农业、建材、矿业、

卫生、教育等领域，贷款和股本投资总额累计约12.73亿美

元。IFC 高级副总裁彼得·沃奇先生，副总裁阿萨德·贾布尔

先生以及副总裁兼司库 N ina Shapiro女士先后访华，黄菊副

总理接见了彼得·沃奇先生一行。IFC 高层来访对于其在华

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投资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都起到了良好

的推动作用。

（四）中国与全球环境基金（GEF）的合作。

中国作为（GEF）的创始国、捐资国和受援国之一，一

直与GEF 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是 GEF 的最大受益国。

2003年5月，在GEF 召开的理事会上，中国的“新疆、甘

肃草原开发项目”（1 050万美元）和“为实施《斯德哥尔摩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制订国家执行计划而确定需求的初

步评估项目”（440 万美元）获得批准。在11 月份召开的理

事会上，中国的“海河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综合管理项目”

（1 700万美元）和“长江流域防洪项目”（400万美元）获得

批准。

（五）中国与欧洲投资银行的合作。

欧洲投资银行是欧盟成员国所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多

边金融机构。2003 年 10 月，欧洲投资银行行长菲利浦·马

斯塔德访问中国财政部，就加强中国与欧洲投资银行的合作

前景与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交换了意见。

（六）中国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合作。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以下简称农发基金）是联合国以

“发展粮食生产，改善食物营养，消除农村贫困”为宗旨的

专门金融机构。2003 年 2 月，农发基金和中国授权代表正

式签署了中国宁夏/山西环保和扶贫项目。此项目是农发基

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投资，其中农发基金提供高度优惠

贷款2 860万美元，用于项目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技

术示范推广、生态环境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以及农村社会综

合发展等多个领域，项目辐射区覆盖山西、宁夏两省（区）

的12个县，约有147万农民直接受益。

四、技术援助与智力引进

（一）围绕国家改革重点，积极与国际组织开展技援合

作。

1.利用世界银行资金开展技援活动。2003 年中国利用

世行第四期技术合作项目450 万美元，重点支持了“完善财

政部国际司信息化系统”、“加入 W TO 后中国税收法律体系

的改革与完善”、“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财

政部机构能力建设与人力资源开发”和“国家农业政策分析

与决策系统”5个子项目，涉及财政、税收、农业、高科技

等领域；利用世行管理的亚欧信托基金 331 万美元，用于

“中国公共债务统计监测分析”、“公共事业单位改革”、“加

强贫困农村地区公共卫生”、“国有企业转制重组与公司治

理”、“建立资本流动脆弱性分析和早期预警体系”、“劳动力

市场分析与政策拓展”6个项目。这些项目内容均是目前政

府改革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此外，还利用机构发展基金

（ID F）89万美元，用于“入世后环境保护能力加强”、“完

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加强中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3

个项目。

2003年财政部启动了有关“经济法律技术援助项目”

和世行第三期技术合作项目完工报告的相关工作，总结世行

技术援助项目在支持中国经济法律立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修

改、支持中国经济改革和机构能力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成果。

结合国家经济改革重点和中心工作，将世行第五期技术合作

项目纳入世行贷款规划，与世行就项目目标、项目范围、资

金使用等事宜进行了磋商。

2.推动与亚洲开发银行的技援合作。根据国家经济改

革重点，财政部认真研究亚行技援政策，完成了亚行技援项

目三年规划的谈判，成为亚行技援政策改革的第一批试点

国。2003 年中国共使用亚行赠款开展技援项目 28 个，约

1 575万美元，涉及社会保障、财政政策、法律法规建设、

农村和自然资源管理、能源开发、金融、交通和基础设施等

领域。财政部还积极推动中蒙区域合作，与蒙古国一道召开

了中蒙区域合作技援项目下的指导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会

议，研究了下一步中蒙合作的重点领域。在中蒙合作框架

下，中国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环境署、亚太经合组织等

机构合作，与蒙古、韩国、日本等国家一道开展东北亚沙尘

暴防治研究。

3.推动与其他多边双边渠道的技援合作。2003 年财政

部积极推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 ND P）、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等的合作，争

取国际组织对中国财税改革的支持。利用 U ND P 财税改革

技援项目，通过聘请咨询专家、召开研讨会、出国考察和培

训等方式，支持财政部在省级预算管理、国库单一账户管

理、政府间转移支付、税制改革等方面的工作。与 U ND P

和英国国际发展署等部门开始就新的财税改革项目的融资进

行磋商和准备。OECD 也数次派团访华就有关合作领域与财

政部开展对话，并首次启动了对中国为期一年的国别经济调

查，该调查结果将向全球发布，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

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客观了解。

4.充分利用国际组织资源，推动西部地区的人才开发。

2003 年，财政部与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合作，

利用英国国际发展署赠款资金159万英镑和世界银行技术援

助资金252万美元，在广西、甘肃、重庆、陕西、云南、四

川、新疆、内蒙古、青海九个西部省（区）份的省会城市建

立全球发展学习网络远程学习中心，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平台

以及世界银行学院的师资和课程，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

展经验，提高西部地区决策者的能力。

（二）认真研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招标采购业务，

积极推动我国咨询企业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的商业机会。

1.为提高我国咨询企业在国际金融组织咨询业务中的

投标率和中标率，财政部与亚行联合召开了“亚行项目实施

与管理培训研讨会”、“咨询服务研讨会”，研究推动我国咨

询公司参与国际竞争问题，推动与亚行的信息沟通。

2.为项目单位和有关机构在提供选择招标代理、范本

使用、编标、开标、评标、合同实施等方面提供政策指导，

积极协助与世行、亚行、国内相关部门、地方财政部门和项

目单位沟通，处理相关采购问题，帮助项目单位加快项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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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帮助国内厂商利用国外的商业机会。完成了对《世界银

行采购指南》最新修改稿的审核，提出了合理的修改意见，

并会同中国驻世行执董办与世行当局对有关问题据理力争，

维护了国家利益。召开了“世行采购业务审查报告会”和

“招标公司业务培训研讨会”。

（三）加大财政系统人力资源培训力度，积极提高智力

引进水平。

1.司局级干部半年期访问学者培训。2003 年财政部首

次组织高级官员访问学者项目，共选派5名司局级干部以访

问学者身份分赴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

学习。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建立了联系，计划于2004 年选

派人选赴英接受培训。

2.英国政府硕士学位奖学金（Chevening）项目。由财

政部与英国政府、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合作开展了 Chevening

硕士学位奖学金项目，旨在为学术能力强、有发展潜力的财

政官员提供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硕士学位学习机会。2003

年财政部共选派 9 名学员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2003

年财政部还与英国的克兰菲尔德大学签署了由中、英政府与

该大学合作实施的为期 3年的硕士奖学金培训协议，专业包

括金融管理和M BA。

3.地方财政系统干部半年期培训项目。2003 年组织了

2个地方财政系统干部半年期培训班共计 21 人，分赴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和美国印第安那普度大学进行半年期培训。通

过培训，提高了学员的外语水平，扩展了国际视野，对提高

地方财政系统人员素质，加强能力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4.司局级干部高级研讨班。2003年11月 8 日至24 日，

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司局级干部组成的“公共财政暨金

融规划与政策高级研讨班”一行 23 人，赴美国进行了为期

2周的培训。在美期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

政府官员和大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研讨班成员就一系

列财政金融领域的热点及最新理论问题进行了互动式讨论。

2周的培训共安排了30场讲座，加强了参会人员对世界财政

金融领域发展趋势和前沿经济理论的了解，开拓了思路。

5.与世界银行学院的合作。2003 年财政部与世界银行

学院经过磋商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确定了与世界银行学院

的合作领域和方式。同时还确定了用世界银行学院得到的加

拿大赠款资金培训中国西部财政系统干部等事宜。

6.参加国际研讨会。积极促进、协调和组织财政部业

务司局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合作，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了上述机构

召开的各类国际研讨会，并邀请这些机构的咨询专家对中国

改革提供咨询。

7.短期培训考察项目。2003 年，财政部共派出 5 个考

察团共计35人，到英国、德国、葡萄牙等 8 国考察，就政

府间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发展中国家国债市场管理、会计

行业组织和公务员培训等内容进行考察；派出 33 个国外培

训班，共445人次。培训内容主要涉及加入 W TO 后的财政

立法和执法监督、预算及国库制度改革、外债外汇风险管

理、城乡税制和税费政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及人力资源管

理与开发等内容。

2003 年，财政部还加强了对重大财经交流问题的战略

研究，重点研究了“中国与国际金融组织长期合作战略”、

“主权债务重组与集体行动条款”、“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

作”、“西方七国与中国”、“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经济外

交”等课题，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同时，为加强研究力量，

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财政部还建立了“经济学家网络”，

就“积极财政政策的走向”、“SAR S 与中国财政”、“中国与

西方七国”等课题，组织了三次“经济学家论坛”。

（财政部国际司供稿，邹刺勇、周 勇、

牟婷婷、张岳斌、王 冰、鲁 劲、

李步群、王冠珠、李旭东执笔）

会 计 监管与

会 计 国际协调

一、加强会计监管，努力发挥会计工作在维护

财经秩序、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深化会计改革，健全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为整

顿会计秩序提供标准和依据。

1.继续完善会计核算标准体系。2003 年，财政部积极

采取措施，努力完善会计核算标准体系，制定了《金融企业

会计制度——证券公司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修订了《企

业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出台了民航企业、

施工企业等会计核算办法，组织对分部报告、财务报告的列

报、终止经营、每股收益、政府补助和政府援助等5项会计

准则征求意见。

2.切实抓好会计核算标准的贯彻实施。为了促进会计

准则、制度的进一步实施，2003 年，财政部先后印发《关

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

（二）》、《证券公司执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有关问题衔接

规定》、《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

题解答（三）》和《工业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有关问

题衔接规定》，就《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和相关会计准则执行中的问题作出系列问题解答和衔接规

定。2003年 8月，财政部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国资委）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执行〈企业会计

制度〉工作的通知》，就国有企业贯彻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作出规定和安排。根据“通知”精神，中央国有企业应在

2005 年年底前全部执行《企业会计制度》，这不仅有助于企

业真实反映资产质量、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促进企业提高

会计信息质量，而且有利于企业消化历史包袱，强化内部管

理，提升市场竞争力，也为做好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和绩效

评价工作奠定了可靠基础。根据国资委提供的信息，截至

2003 年底，在189户中央国有企业中，已经执行《企业会

计制度》的有24户，拟在2004年执行的约有122 户，拟在

2005 年执行的约有43户。在财政部大力推进中央企业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的同时，上海、山东、黑龙江、辽宁等地

财政部门也认真组织对地方国有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情况进行调查测算和跟踪监控，为扩大《企业会计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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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范围、提高实施成效作出了积极努力。

3.加快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步伐。2003 年，财政部

在已发布《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

（2001）、《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试行）》（2001）、

《内部会计控制规范——采购与付款（试行）》（2002）、《内部

会计控制规范——销售与收款（试行）》（2002）的基础上，

印发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工程项目（试行）》，并组织

对担保、成本费用、对外投资、预算等4项控制规范征求意

见。《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工程项目（试行）》共 8 章 32

条，主要针对工程项目决策、概预算编制、价款支付、竣

工决算等关键环节设置了相应的控制点，明确了控制方

法。
（二）理顺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完善会计准则制

定机制，为从根本上强化会计监管、整顿会计秩序提供强有

力支持。

1.理顺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加强注册会计师行

业行政管理。

（1）全面完成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职能划转和工作交

接。根据《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的意

见》，财政部将原委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使的行政管理

职能予以收回，由财政部有关职能机构行使，注册会计师协

会履行行业自律性管理职能。2003 年，各地区按照“意见”

要求，扎扎实实开展工作，有序办理职能划转。截至2003

年11月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深圳市全面完

成了职能划转和工作交接，做到了人员到位、编制到位、工

作到位，实现了平稳过渡。职能划转后，批准设立会计师事

务所、对注册会计师的注册情况进行备案等行政职能，由财

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负责；对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的

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由财政部门监督检查机构负责；财政

法制机构继续做好行政处罚事项的听证、行政复议等工作。

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行业自律管理。

（2）健全和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制度。为提高注册

会计师独立性和社会公信力，对证券期货相关机构签字注册

会计师实行定期轮换。2003 年，财政部与证监会联合印发

了《关于证券期货相关机构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

定》。该规定要求，签字注册会计师连续为某一相关机构提

供审计服务，不得超过5年，但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同一

相关机构连续提供审计服务的期限在同一年度达到 5 年的，

可以由其中1 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延期为该相关机构提供审计

服务，不过延期不得超过1 年。签字注册会计师由于工作变

动，在不同会计师事务所连续为同一相关机构提供审计服务

的期限应当合并计算。该规定还要求，签字注册会计师连续

为同一相关机构提供5 年审计服务并被轮换后，在两年以内

不得重新为该相关机构提供审计服务。

为适应《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清

理、废止了一批注册会计师行业规章制度。2003 年，财政

部废止了《关于印发〈会计师事务所年检暂行办法〉的通

知》、《关于批准设立会计师事务所有关问题的通知》、《注册

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关于印发〈关于注册会计师执

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实行许可证管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关于印发〈会计师事务所会计核算办法〉的通知》、《关于

尚未取得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能

否对未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进行审计、验资业务的有关

问题通知》、《会计师事务所新旧财务、会计制度衔接办法》、

《关于印发〈注册会计师执行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业务的暂

行规定〉的通知》等8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另将 15 项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宣布失效；同时，取消对中国会计师事务所

成为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成员所、联系所的审批，取消对会计

师事务所从事金融相关审计业务的审批，被取消的上述行政

审批项目已列入《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二批行政审批项目和改

变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管理方式的决定》。

（3）依法履行行政管理职能。2003 年，财政部对各地

审批的272家会计师事务所，6 656名注册会计师进行了严

格审查；批复港澳台会计师事务所来内地临时执业 65 次、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来内地设立代表处5家；批准100 名注册

会计师变更、66 名注册会计师恢复证券和期货相关业务许

可证；新批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 1 家，对不符合条件的

30 名注册会计师和1 家会计师事务所不予注册批准，严格

把好了行业资格准入的关口。截至 2003 年底，我国的会计

师事务所总数为4 771家，执业注册会计师总数为61 176人。

（4）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和沟通协调，为强化行政管理、

维护注册会计师合法权益作出积极努力。2003 年，财政部

先后在安徽、新疆、吉林等地组织召开了座谈会，对如何提

高依法行政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作了交流和探索；深入

上海、四川、广东、浙江等地进行调研，了解事务所现状和

注册会计师呼声，为制定、完善相关制度和加强行政管理奠

定了基础；与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部门、中国证监会、审

计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进行了沟通，在许多问题上

达成了共识，对改善注册会计师执业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2.贯彻科学民主决策要求，改组会计准则委员会，完

善会计准则制定机制和程序。

（1）改组会计准则委员会。2003 年，财政部完成了对

会计准则委员会的重大改组，成立了财政部第二届会计准则

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担任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部长

助理冯淑萍任秘书长，委员扩充为20人，分别来自财政部、

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上海财经大学、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天健信德

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由财政部聘任，

聘期两年。委员会下设 3个专业委员会，即会计理论专业委

员会、企业会计专业委员会和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专业委

员会。同时，成立了由 160 名会计专业人员组成的会计准则

咨询专家组，协助会计准则委员会开展工作。会计准则委员

会办公室设在财政部会计司，作为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承担

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2）明确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工作机制和要求。2003 年 5

月，财政部印发《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工作大纲》，规定

了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了会计准则委员

会的工作机制和要求。根据工作大纲规定，会计准则委员会

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由主席主持，讨论委员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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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会计准则制定和实施中的重大事项；专业委员会会议根据

需要不定期召开，由专业委员会主任主持，讨论本专业委员

会开展会计准则咨询工作中的重要事项。全体会议和专业委

员会会议结束后，应对会议讨论的议题、讨论情况和结果，

形成会议纪要，通过会计准则委员会办公室公布，同时提交

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计准则委员会组成若干研究小组，每

个研究小组设主持人（或组长）1 名，成员若干名，原则上

从委员会聘请的会计准则咨询专家中选定。研究小组要提出

工作方案，由准则委员会办公室报请秘书长同意后实施。为

了推动研究、咨询工作的深入开展，2003 年 12 月，财政部

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了会计理论组、会计国际协调组、企业

会计组、金融会计组、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组、内部会计

控制组、注册会计师管理组和会计职业道德及会计人员能力

框架组等8个研究小组，在会计准则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领

导下开展日常咨询工作。

（3）规范会计准则制定程序。2003 年 7 月，财政部印

发《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明确我国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必须

经过立项、起草、公开征求意见和发布4 个阶段。《会计准

则制定程序》的发布，有利于增强会计准则制定工作的透明

度，提高会计准则质量。

（三）继续开展《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严厉打击弄虚

作假行为，推动政府会计监督逐步进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开展《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促进会计标准的贯彻实

施，整顿和规范会计秩序，是会计管理工作的长期任务。

2003年，财政部会计司、监督检查局对全国 152 户企业

2002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抽查，并延伸检查了部分会

计师事务所。检查工作结束后，财政部本着客观公正、依法

行政的原则，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被检查企业下达了检查结

论和处理决定，对部分违法违规行为严重的企业作出了相应

的行政处罚，并建议有关部门和单位对 45 名违法违规责任

人追究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各地财政部门也做了大量工

作，推动检查工作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并在检查形式和内

容上不断创新。黑龙江省组织了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检查，陕

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针对教育乱收费、医疗高收费情况进

行了检查，其他许多地区也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了检查。

据不完全统计，在会计基础工作等方面，2003 年各地区共

对66 211个单位进行了重点检查，处罚了10 117个违法违纪

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吊销了3 691名会计人员的从业资格

证书。通过检查，会计造假得到了有效遏制，会计信息质量

有了一定提高，会计秩序呈现出明显好转趋势。

（四）加强会计人员业务素质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为

整顿和规范会计秩序提供人才储备和道德支撑。

1.认真组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受“非典”疫情

影响，2003 年度的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级、初

级）由原定的5月24、25 日推迟到9月6、7 日进行。2003

年，全国共有120万人报名参加考试，其中报考初级资格的

有53 万人，报考中级资格的有 67 万人；综合出考率为

51.9% ，其中初级资格出考率为56.9% ，中级资格出考率

为47.4% 。考试合格情况是：初级资格两个考试科目综合

合格率为 27.74% ，其中《经济法基础》科目合格率为

48.96% ，《初级会计实务》科目合格率为30.06% ；在中级

资格考试中，《财务管理》科目合格率为38.21 % ，《经济

法》科目合格率为39.54% ，《中级会计实务（一）》合格率

为21.98% ，《中级会计实务（二）》合格率为 37.26% 。

2003年度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是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中级、初级）自 1992 年开考以来的第 11 次考试，

历年来，已累计有1 600多万人次报名参加考试，其中 300

多万人通过考试取得了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资格。

2.进行高级会计师考评结合试点。加强高级会计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改革高级会计师资格单一评审办法，探索科

学、客观、公正、公平的高级会计师资格评价办法，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对会计专业人才发展战略提出的客观要求。

2003 年3 月，财政部与人事部联合发出《关于高级会计师

资格实行考评结合试点的通知》，决定在浙江、湖北两省进

行高级会计师考评结合试点，并对试点工作作出部署和安

排。“通知”明确：高级会计师资格实行考试与评审相结合

的评价办法，按照积极稳妥、逐步推开的原则，先行试点，

待条件成熟后在全国推开；凡申请参加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

的人员，须经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评审；申请参加高级会

计师资格考试的人员，须具备《会计专业职务试行条例》规

定的高级会计师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或经省级人事、

财政部门批准的申报高级会计师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的破

格条件；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科目为《高级会计实务》，考

试时间为210分钟，采取开卷笔答方式进行；考点原则上设

置在省会城市；参加考试并达到国家合格标准的人员，由全

国会计考办核发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该证在全

国范围内3 年有效；试点省可根据本地区会计人员考试的实

际情况，参照国家标准，确定当年参评的使用标准，报全国

会计考办备案，并由试点省市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机

构核发考试成绩证明，该证明只在本年度、本地区评聘工作

中有效。2003年，浙江、湖北两省共有6 514人报名参加高

级会计师资格考试，其中浙江5 195人，湖北1 319人，综合

出考率为72% 。在报考的人员中，来自企业的会计人员约

占41% ，来自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约占 16% ，来自行政机

关的会计人员约占 43% ，通过考试，两省共有2 240人达到

全国合格标准（60 分），合格率为 47.58% 。同时，两个试

点省还根据本地区会计人才的实际需要自行确定了省级合格

标准，达到该标准的成绩有效期为1年，仅在所在省范围内

有效。

3.全面开展会计诚信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

（1）广泛开展会计职业道德宣传教育活动。2003 年 3

月，财政部发出《财政部关于开展会计职业道德宣传教育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和中央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

门把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采取多种

形式开展会计职业道德宣传教育工作。根据“通知”精神，

财政部会计司与中国会计学会、中国财经报社联合举办了全

国会计职业道德百题知识竞赛和“会计呼唤诚信”有奖征文

活动，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据统计，全国共有66 万

人参加了此次知识竞赛，经评选，5人获得一等奖，20人获

得二等奖，50 人获得三等奖，另有 100 人获得鼓励奖；在

征文比赛中，共收到征文722篇，有1 人获一等奖，5 人获

二等奖，10 人获三等奖。各地职业道德教育也进行的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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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山东、江苏、江西、内蒙古等地组织了大规模文艺调

演、辩论赛、演讲赛，广西、杭州等地组织召开了大会，发

出了诚信倡议和诚信宣言，这些活动的实况录像在电视台播

放后，达到了良好宣传效果。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

在全社会初步营造了诚实守信、依法理财的良好氛围。

（2）继续探索会计信用等级评价工作。2003 年，单位

会计信用等级评价试点工作稳步发展，势头良好。上海市在

对2002 年已评定7 281户单位信用状况进行年度鉴定、动态

调整的基础上，2003年又对7 000余户单位的财会信用等级

进行了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全市企业联合征信系统管

理；山东、吉林、安徽、大连等地也积极推动信用等级评价

试点，并摸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财政系统试

行财务会计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引起了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

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整规办）的高度重视。全

国整规办多次要求财政部提供相关材料，供建立健全全社会

信用体系参考，并对财政系统推行财会信用等级评价予以

肯定。

二、积极推进会计国际协调，有序开放会计服

务市场，中国会计与国际会计界的交流与合作日益

深化并不断拓展

（一）既走出去，又请进来，会计国际交流逐步深入。

2003 年2月和11月，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作为国际会计

准则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两次赴英国伦敦参加了国际会计

准则理事会咨询会议，并就制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表了意

见；2003 年10月，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财政部会计司

司长刘玉廷等赴韩国参加了中、日、韩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

议，地区间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2003 年 12 月，财

政部在云南大理举办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美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

本、韩国和我国香港地区及内地的会计专家、会计管理部门

的代表近20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新时期国际会计协调的

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进一步明确了我国

深化会计改革的基本思路、发展方向。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

萍在会上全面深入地阐述了我国参与国际协调的原则立场和

基本方法。2003 年，财政部还继续参与了联合国国际会计

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相关工作，并就制定中小企业

会计指南提出了建议。

我国参与会计国际协调的积极态度和务实精神得到了国

际会计界的高度评价。2003 年 10 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主席大卫·泰迪爵士专程访问我国，对财政部在促进会计国

际协调中提出的若干意见作出积极回应，并同意成立专门工

作组研究我国特殊的会计问题，这将大大缩小我国会计准则

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差距、减少我国会计制度的转换成

本。我国的会计国际协调，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参与，取得了

重要进展。

（二）有序开放会计服务市场。开放会计服务市场既是

会计国际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W TO 成员国的约定和

要求。作为全国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财政部积极参与了俄

罗斯加入W TO 有关会计问题的谈判以及与英国、澳大利亚

等国家关于注册会计师资格互认等问题的谈判，维护了国家

利益。根据国务院的部署，财政部积极组织与香港、澳门更

紧密经贸关系谈判，积极促进内地与港、澳在会计服务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2003 年6 月 29 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

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香港签署，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

席了签署仪式；10月 17 日，《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在澳门签署，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出席了签

署仪式。在内地与香港、澳门签署的上述《安排》中，有关

会计服务行业的约定有：内地承诺对持有内地执业资格在内

地执业的港澳会计师（包括合伙人）每年在内地的工作时间

比照内地注册会计师实行；将港澳会计师事务所在内地临时

开展审计业务时申请的《临时审计业务许可证》的有效期从

半年延长至1 年。为了落实《安排》精神，2003 年 12 月，

财政部印发《 <外籍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审批暂行办法> 的

补充规定》，对已具有内地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并在内地执

业的港、澳会计师，同意将其每年在内地的工作时间比照内

地注册会计师办理；同月，财政部印发《 <港、澳、台地区

会计师事务所来内地临时执行审计业务的暂行规定> 的补充

规定》，放宽了港、澳、台地区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

来内地临时执行审计业务的条件，将临时审计业务许可证有

效期由半年延长至1 年，并不再收取办理许可证手续费。

（财政部会计司供稿，王 宏执笔）

财政监督检查

一、中央财政监督检查工作

2003 年，财政部认真履行中央财政监督职能，通过驻

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开展较大规模专项检查和调查

20多项，共查出各种问题资金673.76 亿元，应追缴和扣拨

中央财政资金19.38亿元，已缴入中央金库10.48 亿元。提

出违纪责任人处理建议127 件，92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2

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为维护财经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发挥了

积极作用。

（一）发挥中央财政监督职能，加强财政收支监管。

1.加强收入监督，强化日常监管。加强对中央财政收

入征收部门征管质量和非税收入征缴的监督，2003 年共监

缴入库三峡基金、农网还贷资金、机场管理建设费等中央非

税收入193.10 亿元，同时在江苏、浙江、上海、河南、山

东、福建等专员办积极试行中央收入日常监督分析报告制

度，加强对中央财政收入的实时监控。

2.把握工作重点，强化支出监督。2003 年财政部集中

组织专员办对资金量较大和中央重点关注的“三农”、社保

等资金项目开展了大规模专项检查，加大对重点资金和资金

支出绩效的跟踪检查力度，支出监督机制不断健全。3～4

月开展了对四川、重庆等4省（区、市）退耕还林资金的专

项检查；6～7月开展了防治“非典”资金的专项检查；8～

9月开展了对12 省（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专项检查等，

并及时反馈了中央支出资金运行情况和遇到的问题，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为上级宏观决策提供了急需的第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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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检查与调研，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1.加大检查与调研力度，促进财政政策的落实。为了

解财政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情况，2003 年 1～2月财政部组织

北京、天津等26 个专员办开展了对石油、石化企业所得税

缴纳情况的专项检查；4～5月组织河北、广东等13 个专员

办开展对社会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机构 2001～2002 年度财

务管理情况的专项检查；7 月份会同监察部对外交部等 18

个中央部门和单位“收支两条线”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了专项

检查；为配合出口退税制度改革，完善出口退税政策，6 月

份组织34个专员办，深入102个地（市）、县、区，对国税

部门及部分企业办理2002 年度“免抵”税额的调库情况进

行了专项抽查，并组织浙江、江苏等8个专员办对所在地区

2003 年一季度出口退税、免抵税调库等情况进行了调查；

为了解县乡财政基本状况，11月份组织专员办开展了对 10

个县乡财政状况的专项调查；为了解地方政府为解决撤并金

融机构个人债务向中央财政借款的管理使用情况，4～9 月

组织专员办开展了地方政府专项借款情况的检查；为了解税

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7月份组织北京、上海等专员办对部

分“高科技园区”、“软件基地”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进行

专项调查，调查情况引起国务院领导重视，温家宝总理作了

重要批示。

2.探索预算执行全过程监督。为努力构建预算执行全

过程的监督机制，财政部积极探索监督关口和监督重点前

移，加强对预算资金的事前审核。组织专员办开展了国库直

接支付资金审核，出口退税及一般增值税退税审核，老商品

棉库存竞卖审核，中央管理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财政

补助资金审核，对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以下简称“三

会”）派驻机构的预算初审，企业破产费用预案审核和“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补助资金”审核等。2003 全年共受理

国库集中支付、“三会”预算、增值税“先征后返资金”等

申报审核单位33 379户，受理申报资金 910.49 亿元，核减

资金117.98亿元。

3.全方位开展专项检查。财政部还组织专员办开展了

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使用情况的检查；西部

地区促进外经贸发展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检查；3 省（市）

24个国防基础科研项目、民品配套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管

理使用情况的检查；对光大银行清收管理原中国投资银行世

界银行转贷款情况的检查，以及对银行账户核查问题的纠正

和处理等。组织专员办承办核实了国务院信访局集中交办的

11 件经国务院领导批示的群众举报案件和平时接到的群众

举报案件74起。

二、地方财政监督检查工作

2003年地方财政监督机构组织检查组 2.12 万个，计

7.05万人次，对 10.12 万个单位进行了检查，共查出各类

违法违纪金额 378.60 亿元，已追缴财政资金 17.08 亿元，

纠正违规53.02亿元，纠正混库 8.57 亿元；提出责任人处

理建议 642 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07 人，移送司法机关

22人。
（一）加强收支监管，强化财政监督。在收入监督方面，

各地努力健全本级财政收入保障机制，探索建立省级财政收

入动态分析和预警报告机制，普遍开展了对本级财政收入征

缴质量的监督和非税收入检查，一些地方还开展了对省级重

点行业、重点部门的检查与调查，以保证地方财政收入的安

全稳定。在支出监督方面，各地积极调整工作思路，探索将

财政监督融入财政管理，加强对财政支出特别是重点资金的

跟踪监督。大部分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开

展了社保资金、扶贫资金、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财政支农

资金、“非典”专项资金、工资性转移支付资金等专项检查；

部分地方有针对性地开展了粮食风险基金、乡镇企业发展资

金、科技三项费用、基本建设资金以及采煤沉陷搬迁资金、

经济转型资金、劳模补助资金等专项检查，如甘肃对全省

500多所中小学校舍修缮费资金进行了检查。

（二）围绕财税改革，加强政策执行监督。一些地方围

绕农村税费改革开展了转移支付资金检查，围绕“收支两条

线”改革加强了行政事业性收费监管，围绕预算改革开展了

政府采购资金检查，围绕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开展了银行账户

清理和“小金库”清理等。广东、海南、江苏等省还积极探

索监督关口前移，成立预算审核委员会，对预算编制和执行

情况实施全过程监督。

三、会计监督检查工作

（一）积极建立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机制。为加强

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2002 年10 月财政部发文明确

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职能由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划转到财政部门负责，为此，2003 年财政部下发

了《财政部关于落实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督职责若干问题

的通知》，明确了指导思想和职责分工，各地财政部门积极

进行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职能的划转和工作交接，开展对会

计师事务所的调查摸底、建立机制等基础准备工作。一是建

立或修订行业监管制度，召开政府监管部门联席会议或工作

会议，理顺管理体制，明确部门职责，加强部门协调，规范

工作程序，建立工作机制。二是清理整顿注册会计师执业环

境。湖南废止了52 份书面协议、14 份口头协议，并将部门

变相收取的50多万元回扣全部上缴国库。三是建立基础档

案库，探索日常监控机制。福建通过资料报备制度，收集了

全省108 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基础资料和处理处罚情况，构筑

日常监控网络平台。

（二）积极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继续开展会

计信息质量检查。

1.积极开展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2003 年财政部组

织专员办对金融保险、建筑施工等行业的 150户企业开展了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共查出资产不实金额40.47亿元，所有

者权益不实金额37.98亿元，利润不实金额24.90 亿元，以

及偷逃国家税款、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等问题。查处应

补缴财政金额7.03 亿元，有 60 户企业受到了经济处罚，45

名违纪责任人被追究了行政责任，2 名会计人员被吊销从业

资格证书，4名注册会计师和3 家会计师事务所受到了行政

处罚。

2.加强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信息质量监督。为提高行政

事业单位会计信息质量，摸清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收支家底，

5～8月份，财政部首次组织部分专员办对 8个直属海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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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开展了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信息质量和预算

管理情况检查，发现会计报表不全面、预算编制程序不规

范、数据不准确、资金使用不合规以及长期投资、固定资产

和预算外资金管理混乱等诸多会计管理问题，并提出了整改

建议。

3.发挥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在监督工作中的综合效益。

一些地方财政监督机构将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与财政收支检

查、中介机构执业质量检查和部门预算审核结合起来综合进

行，监督范围由国有企业扩展到集体、民营企业和行政事业

单位，大大提高了监督检查的整体效能和综合效益。通过检

查，吊销会计资格证书78 人，对 74 家事务所和 61 名注册

会计师作出了行政处罚，并发现和纠正了大量违纪违规问

题。

四、财政部门内部监督检查工作

（一）财政部内部检查工作。自 1999 年至 2003 年，财

政部内部监督检查工作已经开展了五年。按照计划，2003

年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对部内条法司、税政司、会计学会、会

计资格评价中心、统计评价司、综合司和机关服务中心等7

个单位开展了内部检查。发现业务司局拨付专项补助资金时

未扣除转移支付资金基数，造成中央财政重复拨付；少数地

方未及时足额向中央上缴彩票公益金，中央级彩票机构发行

经费未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部分事业单位会计科目使

用不当、往来款余额较大、票据使用不合规、固定资产未按

规定管理等问题。在总结近几年内部检查工作的基础上，草

拟了《关于改进完善财政部内部监督检查工作的若干意见》，

汇编了《国外绩效审计与绩效预算参考资料》，提出了效益

性监督的思路，并在对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和机关服务中心的

检查中初步探索绩效审计。

（二）地方财政部门内部监督工作。地方财政部门对内

部监督的认识不断提高，一些财政厅一把手亲自审查内审计

划，确定被查名单，协调工作关系，审议检查报告，将内部

监督工作做为加强和完善财政管理的重要措施来抓。内部监

督已由对内部处室拨款程序的监督，扩展到对内部管理制度

的监督；由单纯对内部单位的监督，扩展到内外结合对专项

资金使用单位的延伸监督；由对本级直属单位的监督，扩展

到对下级财政部门的监督和离任审计等，并不断健全和完善

内部监督工作机制。黑龙江加强内部制约机制，建立了内部

检查、离任审计、财务人员调离移交、内部账户备案等 10

项制度；湖北通过内部检查，完善了 170项内控制度，清理

银行账户和存单 195个；辽宁在同级审计部门审计前，通过

内部检查，查出有问题资金 2.01 亿元；广东省还逐步实现

了内部监督网络实时监控；青岛等地为落实整改建立了内部

监督回访制度。

五、财政监督法规制度建设和信息化管理

（一）加强立法，为财政监督工作提供法律保障。2003

年财政部配合有关部门完成并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了《财政

违法行为惩处条例》（送审稿）。2003 年 3 月《甘肃省财政

监督条例》正式实施，至此，全国已有4 个地方颁布实施了

“财政监督条例”，江苏、山东、江西、安徽、海南、宁夏等

省相继制定了“财政监督办法”，河北、山西、辽宁、江苏、

福建、海南、陕西等省也在积极修订“财政监督检查办法”，

积极争取和筹备出台“财政监督条例”。

（二）坚持依法行政，规范监督行为。2003 年财政部会

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联合下发了《财

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实施中央税收收入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制定下发了《中央财政非税收入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一般

增值税退税行政审批管理程序暂行规定》、《专员办对部分国

家储备商品补贴进行审核的操作规程》、《专员办对“三会”

派出机构预决算审核实施办法》和《专员办对国有企业关闭

破产费用预案审核操作规程》，并组织开展了专员办执法质

量检查，各地专员办也结合检查实际制定了相应的补充规定

和工作程序，促进了监管工作的规范和提高。

（三）制定信息化建设规划，提交办公自动化水平。一

是提出了财政监督信息化建设规划和在“金财工程”中设立

“财政监督检查信息子系统”、设计“财政内部管理信息综合

查询系统”和在部内网上建立“财政监督信息网”等需求方

案，并完成了财政监督案例库的建设；二是全面开通了专员

办与财政部网络专线，完善了硬件设施管理和财务资产管

理、信息报表交换软件，提高了办公自动化程度；三是地方

财政监督机构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将现代化信息技术运用

到日常监督和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工作中去，逐步实现与

有关监督部门的信息共享。湖北省仙桃市在互联网上开通了

“仙桃财政监督信息网”，设置机构简介、法规查询、监督论

坛、网上举报等专栏；辽宁辽阳开发了“财政监督文件法规

数据库”软件等。

（财政部监督检查局供稿，徐新月执笔）

农业综合开发

一、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投入政策

2003 年中央财政加大了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力度，

共投入资金86.7亿元（含世界银行贷款），比 2002 年增长

了13.8% ，有力地支持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同时，继

续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联系与合作，积极争取世行贷款、

亚行贷款等外资用于农业综合开发。其中，“农业科技推广

项目”世行贷款1亿美元和“加强灌溉农业三期项目”世行

贷款 2亿美元，已列入国家发改委报经国务院批准的《利用

世行贷款2003～2005 财年备选项目规划》，世界银行已派项

目准备团多次到拟建项目区考察，项目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正

在积极进行中。

为减轻地方特别是农业主产区财政配套压力，确保地方

农业综合开发财政配套资金及时足额到位，2003 年将农业

综合开发中央财政资金与地方财政资金的配套比例，由过去

的1∶0.98降低为1∶0.82，其中农业主产区由1∶0.92下调为

1∶0.74，对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县级原则上可以不配套。为

配合农村税费改革，缓解地方还款压力，将中央财政资金无

偿、有偿投入比例由67∶33 调整为71∶29。同时，根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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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中有关农

业综合开发农民筹资投劳的规定，及时制定了农业综合开发

中农民筹资投劳的管理办法，明确农民筹资投劳的原则、程

序以及筹集、使用、管理和监督的具体规定，规范筹资投劳

行为的管理，并将中央财政资金与农民筹资和投劳折资投入

的比例，由 1∶1 调整为1∶0.7。通过调整完善投入政策，使

农业综合开发更加符合农村工作实际，更加有利于推动农业

和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有利于促进农民增

收。

二、突出开发重点，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一）以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为重点，加强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确定农业综合开发重点扶持的农业主产区

和粮食主产区范围，加大对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

投入力度。以改造中低产田为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特别

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国家粮食安全。2003 年农业综

合开发中央财政资金投入农业主产区54.87 亿元，占当年全

国中央财政相应资金投入的 67.7 % ，其中当年新增中央财

政资金投入主产区6.34 亿元，占当年全国新增中央财政相

应资金投入的 79.3% 。农业综合开发全年共改造中低产田

1 711万亩，其中农业主产区1 243万亩，占 72.65% ；完成

草原（场）建设302万亩，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2 145万亩，

新增和改善除涝面积 737 万亩，新增农机总动力 230 万千

瓦，增加农田林网防护面积1 190万亩。农业综合开发新增

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为：粮食 35.6 亿公斤，棉花7 000万公

斤，油料1.9亿公斤，糖料8.2亿公斤。

（二）大力支持优势农产品生产，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

化布局。按照中央关于“国家用于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农

业综合开发等资金，要相对集中，向优势农产品和优势产区

倾斜”的有关文件精神，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及时下发

了《关于大力支持优势农产品生产的意见》，确定了农业综

合开发支持优势农产品生产的基本思路、原则和主要任务，

规定各省（区、市）土地治理项目中财政资金用于优势农产

品基地建设的比例不低于 30% 。各地及时制定具体措施，

认真抓好落实。2003 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共

安排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财政资金为30.02亿元，扶持优势

农产品基地建设1 711.5万亩，其中扶持优质粮食基地 989

万亩、优质饲料粮基地229万亩。

（三）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

程度。2003 年农业综合开发坚持扶优、扶大、扶强的原则，

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力度，重点扶持对农民

增收辐谢带动作用强的国家级、省级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全年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投入18.8 亿元（其中中央

财政投入9亿元），扶持种植经济林、蔬菜、花卉等优质高

效经济作物92万亩、支持发展水产养殖面积39万亩，支持

农产品加工服务项目 668 个。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农民人均

纯收入比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161 元。

（四）加强项目县管理，严格控制开发范围。2003 年坚

持从严审批新增项目县，当年全国实际新增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县数量，比上年减少了约一半。同时，进一步强调各省

（区、市）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研究确定重点开发的市、

县。对项目县实行奖优罚劣、动态管理。对因项目和资金管

理中存在违纪违规问题，造成工作损失或恶劣影响的，要暂

停或取消其项目县。对已基本没有开发潜力的项目县，要退

出开发范围。

三、贯彻落实联席会议精神，深化农业综合开

发改革

2003年，8月 20 日，回良玉副总理主持召开了新一届

政府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会议充分肯定

了农业综合开发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深刻阐明了新阶

段农业综合开发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了农业综合开发工作

的总体要求，强调要继续增加投入，突出开发重点，完善投

资政策，强化项目管理，探索运行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努

力开创农业综合开发的新局面。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做好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

指导意义。

为贯彻落实联席会议精神，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在

充分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意见的基础上，

起草了《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

见》，并以财政部文件正式下发。《意见》立足解决农业综合

开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着眼农业综合开发事业的长期发

展，明确了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提出了严格控

制开发范围、突出开发重点、改革和完善投入政策、加强科

学管理、创新农业综合开发机制、加强作风建设等具体措

施。《意见》反映了各方面对新阶段农业综合开发发展规律

的科学认识，在许多领域都有新的重大突破，是今后一段时

间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政策措施的纲领性文件。

四、加强监督检查和科学管理，探索农业综合

开发机制创新

（一）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一是为了纠正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和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组

织开展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资金管理大检查工作。此次检

查的范围包括所有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重点是2000～2002

年的项目。检查采取自查和督查相结合的方式，以自查为

主。自查阶段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先后派出 13 个督查

组赴17个省（市）进行督查。自查结束后，组织部分财政

专员办对河北、山东等12 省（区、市）项目和资金管理情

况进行了重点检查。为防止检查流于形式，国家农业综合开

发办公室密切跟踪检查情况，及时编发检查情况简报，对查

出的问题本着从严处理的原则提出处理意见，认真研究制定

了整改措施。二是严格组织 2003 年农业综合开发竣工项目

验收工作。全年分4 批派出 14 个验收组，对 12 个省（区、

市）地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11 个高新科技示范项目、5 个

专项实施的项目及水利骨干工程和太行山绿化2个部门项目

进行了验收。进行了委托项目省相互验收的试点。与开展项

目和资金大检查相结合，委托专员办对3 个省的竣工项目进

行验收。通过开展全面检查、竣工验收、严肃处理、切实整

改等一系列措施，对于加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资金管理，

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运行和有效使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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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

（二）强化资金管理。为督促各地区深入贯彻落实财政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提出了明确具体要求，强调要严格

按项目管理资金；坚持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专人管理、专账核

算、专款专用制度，严禁挤占挪用资金；全面推行农业综合

开发财政无偿资金县级报账制；积极推行财政有偿资金委托

银行放款制度；及时足额拨付资金，切实加强资金监管等。

同时，及时了解掌握地方贯彻执行情况，发现问题迅速纠

正。经部领导批准，对农业综合开发实施初期投放的财政有

偿资金形成的部分呆账，经严格审核后符合呆账核销条件的

予以核销，防止形成债务风险。同时，为使处罚措施制度

化，着手研究制定对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违纪违规行为的处罚

办法。

（三）规范项目管理。制定项目评审办法，进一步规范

项目评审工作。将专家评审和实地考察相结合，严格组织评

审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龙头项目、科技示范项目和新增项目

县，提高选项的科学性。大力推行工程建设和物资采购招标

制，积极探索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和工程监理制度，提高项

目建设质量。制定《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调整、变更和终止有

关事项的规定》，明确这些事项的审批程序、条件和相关要

求。同时，还制定了土地治理项目建设试行标准、专项科技

示范项目管理试行办法等管理制度。加强项目计划管理，认

真审核、及时审批2003 年各类项目计划，认真总结计划批

复情况，避免计划审批流于形式。

（四）探索农业综合开发机制创新。一是探索投资参股

机制。为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逐步形成国有资产运营收

益继续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自我积累、滚动开发的机制，研

究提出了投资参股试点的初步意见。即：将中央和地方农业

综合开发财政资金以参股形式投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本

运营取得的收益继续用于农业综合开发。提出了实行投资参

股的原则、申报条件和审批程序、管理责任、试点范围等内

容。二是探索资金配合机制。组织了对投入同一个县的农业

综合开发资金与扶贫资金、生态建设资金统筹安排使用的试

点，探索形成农业综合开发与扶贫开发、农业生态建设、农

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相互配合、统筹安排的机制，避免

重复投资和建设，提高综合效益。

（五）统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03 年，国家农业综合

开发办将统计工作作为一件大事，列为一项重点工作，多次

进行专题研究讨论，采取了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严格要

求、加强管理，修订报表、统一口径，校核数据、规范使用

等一系列加强统计工作的措施。同时，分别指定专门人员，

与各省（区、市）和中央农口有关部门农业综合开发办事机

构共同反复校核历年的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编印了《国

家农业综合开发统计摘要》（1988～2002 年），改变了农业

综合开发没有系统、准确统计数据的状况，为进一步提高农

业综合开发工作质量和水平奠定了基础。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供稿，李建民执笔）

农 业 税 收

一、2003 年农业税收收入情况

2003 年全国共完成农业税收收入 958.36 亿元（含附

加），比上年增收166.33亿元，增长20.54 % 。

（一）农业税：2003 年全国完成农业税收入 408.63 亿

元，比上年增收 24.2 亿元，增长 6.3% 。其中：正税收入

337.40亿元，增收 19.17 亿元，增长 6.02% ；地方附加收

入71.22亿元，增收5.06亿元，增长7.65% 。滞纳金、罚

款收入190 万元，减少 109 万元。2003 年农村税费改革进

入第四年，全国农业税政策变化较大，农业税收入有增有

减，增大于减。增收的主要原因：一是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

围扩大。辽宁、福建、新疆等 10 个省、自治区进行了全省

范围，也是全国最后一批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这10 个省、

自治区2003 年农业税收入比上年增加8.2 亿元。二是由于

农业特产税政策调整，部分农业特产税品目改征农业税。除

新增试点省外，其他税费改革试点单位因改征增加 6.42 亿

元农业税收入。三是江苏、安徽、江西等省改变减免管理核

算办法，一部分减免税款通过财政支出方式落实，没有在征

收的农业税收入中扣除，因此增加 8.32 亿元农业税收入。

减收原因主要有：一是从主要计税要素看，农业税计税土地

面积减少。2003 年全国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8 395万公顷，

比上年减少150万公顷。减少的部分包括：根据耕地占用税

占地批件正常核减的计税土地；以及清理有税无地的土地和

永久性绿化带占地及退耕还林核减计税土地。二是农业税计

税价格降低。2003 年全国农业税实际执行平均单价 1.257

元/公斤，比上年减少0.016元/公斤。

（二）牧业税：2003年全国完成牧业税收入1.65 亿元，

比上年略有增长。其中正税1.46亿元，附加1 946万元。

（三）农业特产税：2003 年全国完成农业特产税产品收

入96.28亿元，比上年减少 11.42 亿元，减收 10.6% 。其

中：正税 89.23 亿元，附加7.01 亿元，滞纳金、罚款 457

万元。从几项主要品目看：烟叶 30.95 亿元，比上年增收

2.23亿元，其他产品均比上年减收，其中水产品 11.05 亿

元，减收5.38 亿元，原木 12.1 亿元，减收5 000万元、水

果 10.12亿元，减收5.81 亿元。减收的主要因素是，各地

贯彻执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2003 年农村税费改革

试点地区农业特产税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对农业特产税

政策进行了调整。除烟叶外，在计税土地上生产的农业特产

品，部分品目改征农业税，部分品目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天

津、上海、江苏三地停征了农业特产税。全国多数地区农业

特产税产品收入有不同程度的减收，特产税收入相应减少。

（四）耕地占用税：2003 年全国征收耕地占用税 92.37

亿元，比上年增收34.04 亿元，增长58.35% 。其中：本年

收入83.35 亿元，尾欠收入 8.94 亿元，滞纳金、罚款 842

万元。影响耕地占用税收入的主要因素是：一是税源增加。

2003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 ，相应的非农业建设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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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增幅较大。江苏、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 45 % ，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 多个百分点，新建房舍占用了大量耕

地，加之两省税率较高，耕地占用税合计收入 34.23 亿元，

占全国收入的37.06% 。与此同时，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

在核实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过程中，加大了对历年非法占地

的清理力度，相应增加了查补税源。二是国土部门开展了专

项治理，对总规划面积3.64 万平方公里的开发区进行了检

查、清理，查出大量非法占用的耕地，增加了税源。

（五）契税：2003 年全国契税收入 359.43 亿元，比上

年增收 116.43 亿元，增长 47.91 % 。其中：本年收入

359.06亿元，尾欠收入687万元，滞纳金、罚款2 926万元。

契税收入增幅较大的原因：一是税源增加。房地产市场活

跃，支撑了契税收入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不断

提高，居住条件逐步改善，各地招商引资、国有土地出让转

让以及房地产开发和交易日趋增多。从房屋交易情况看，全

国房屋竣工面积比上年增长较大，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为2 456元/平方米，比上年增长4.8% 。从土地交易情况看，

在有偿用地全面实施招标、挂牌、拍卖等竞价方式后，土地

成交价格快速增长。房地产交易额大增，带动了契税的增

加。二是各级征收机关把契税作为新的增长点，与土地、房

产管理部门配合，采取进驻房地产市场设立窗口的征收方

式，从源头控制税源，增强了依法纳税的透明度。在征收过

程中，推广应用了契税征管软件，方便了纳税人纳税，提高

了办税效率。

二、认真落实农村税费改革各项政策措施

2003 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工。年初召

开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税收征管工作座谈会，总结

了改革试点工作成绩、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研究部署了农村

税费改革形势下农业税工作。明确了进一步加强农业税收征

管，坚决遏制涉及农民负担恶性事件发生，确保实现减轻农

民负担目标的工作方针，指导和促进了各地工作的开展。

按照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

点工作的意见》的文件要求，农税部门提出了一系列贯彻执

行意见。2003 年进行全面改革试点的省份，按照中央的统

一部署和要求，克服“非典”不利影响，试点工作总体进展

顺利，取得了积极成效。2002年以前全面改革试点的省份，

按照中央提出的“减轻、规范、稳定”原则，进一步完善政

策措施，积极推进配套改革，巩固改革成果，防止负担反

弹。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农税部门提出了贯彻意见，加大

了检查和调研的力度。国家税务总局农税征收管理局与国务

院税改办一起多次检查农村税费改革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召

开座谈会总结实践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

三、制定、修改各项农业税收政策

（一）针对农村税费改革中农业税附加核算管理存在的

问题，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税费改

革试点地区农业税收附加会计核算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原

《农业税收会计制度》中有关农业税收附加收入的核算办法

及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二）为了贯彻国务院文件精神，规范农业税减免管理，

农税征管局完成了《农业税减免管理办法》的草拟工作，并

根据部分地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

（三）国家税务总局与财政部联合下发了《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2003 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特产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2003 年农业特产税政策调整问题，

为最终取消农业特产税创造条件。

（四）国家税务总局自2000 年起承担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的修改工作，经过反

复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和修改后，完成了各项上报准备工

作，并于2003 年10月上报国务院。

（五）为了进一步推进企业改革，加快现代化企业制度

的建立，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企业改制重组若

干契税政策的通知》，对企业改制重组中涉及的有关契税政

策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对企业重组改制涉及的有关契税予以

减免。

四、做好农业税灾歉减免各项工作

在了解掌握各地2002 年度农业税特大灾歉减免政策落

实情况后，国家税务总局草拟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2002

年度农业税灾歉减免情况的报告》，上报国务院。

2003年全国农业税灾歉减免 50.85 亿元，其中中央财

政负担20亿元减免税额，其他由省以下财政负担。国家税

务总局先后两次组织人员深入灾区，到安徽、四川、陕西等

省查看灾情，大量搜集灾情资料，汇总各地上报的申请减免

指标，与财政部共同完成了2003 年农业税灾歉减免指标的

分配方案，并督促各地将农业税灾歉减免款落实到户。

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规范农业税征管

（一）按照《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

作的意见》的要求，各试点地区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了二轮土

地承包制度，农业税征收机关在核定农业税计税面积时，对

因自然灾害、合法征占减少的耕地，据实进行核减；对未经

合法审批，因长期建设占地、农村兴办公益事业占地等因素

减少的计税土地面积，先据实核减，并由占地单位按规定补

办审批手续和补缴税款，确有困难的，先登记造册，暂不纳

入计税土地面积，另行处理，不将这部分面积计算的农业税

负担平摊到农民头上。新增试点地区核定常年产量，依据改

革前连续 5 年实际平均产量，并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征

求农民意见，得到了农民认可。村与村之间自然条件有明显

差异的，核定常年产量时有所区别，不搞“一刀切”。农业

税计税价格由各省级人民政府综合考虑本地区粮食市场价、

保护价和农民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并注意与毗邻地区

衔接。计税价格明显偏高的地方，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调减。

除国家政策调整外，正式确定的农业税负担将保持长期稳

定。
（二）规范征管方式和行为，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各

地农税部门按照2003 年《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

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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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农业税收征收方式由上

门征收向定点常年征收转变”，“采取农业税征收机关征税、

协税员协税护税的农业税征收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改

革农业税征管方式，努力将农业税收征管工作纳入专业化、

规范化的轨道。安徽的征收机关到村民所在地进行“定时、

定点、定额”的三定征收的办法，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其

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也采取各种措施引导农民主动纳

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民群众积极到征收机关设立

的临时征收点和纳税大厅缴税。为规范征收机关和征收人员

的征管行为，各地普遍实行了农业税收公示制度和计税要素

登记与纳税人签字认可制度，在征收中推行“三公开、四到

户”，即税收政策公开、计税依据公开、办税程序公开，政

策宣传到户、纳税通知到户、税票填开到户、减免落实到

户。对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常年产量、计税价格以及农业

税减免等内容进行公示，增加了农业税收征管工作的透明

度，切实保障了农民利益，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三）加强宣传，增强政策观念和依法纳税观念。各地

采取各种方式加大农税政策和法规的宣传力度，例如：湖南

省农税部门不仅加强了广播电视报刊宣传，还利用集市贸

易，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税法宣传，动员群众主动上门纳

税，做新型“纳税人”。

（四）规范农业税收征管机构队伍建设，严肃征管工作

纪律。2003 年，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下发了《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加强农业税收征管机构队伍建设的通知》，对“实行农

业税征收机关负责征税、聘请协税员的征管制度”，“非农业

税征收人员不得直接收取税款”等内容做出了严格规定。为

了规范农税征管行为，杜绝涉农负担恶性事件和案件的发

生，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征管工作的正常开展，各级

农业税征收机关按照农业税征管“十不准”的规定，制定了

严格的征管工作纪律，通过新闻媒体广为宣传，并向社会公

布了举报电话，直接受理农民群众对有关违法违纪问题的举

报和投诉。为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正确执行和改革的顺利进

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五）继续推进农业税收信息化建设，提高征管工作效

率和水平。全国绝大多数省都进行了基层农业税征管信息化

试点，不少省市和全国相当一部分县市基层农业税征管工作

都纳入了微机管理。农业税收信息化建设，改变了农业税征

管手段落后的局面，提高了征管工作效率，促进了征管方式

的转变，有力的配合和支持了农村税费改革工作。

六、进一步完善耕地占用税、契税征收管理

（一）针对各地耕地占用税、契税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草拟了《耕地占用税、契税征管业务规程》，

以规范两税执法行为和征收流程。

（二）全国各地农税部门普遍加大对历年非法占地的清

理力度，同时加大对历年耕地占用税尾欠的征收力度，尽量

做到应收尽收，充分发挥国家税收的杠杆作用。

（三）继续完善耕地占用税征管流程。例如：湖南省加

强省级窗口征收，省厅严格审批程序，及时与基层通报项目

情况，在省国土部门下发的用地批文项目里，做到了无一漏

征。通过公开办税，严格执行纳税申报、项目审批程序，实

行数据采集、报表生成、税票打印等全套联网信息化管理，

基本控制了非法减免，全省耕地占用税达到 3.94 亿元，增

长76% ，征收成本总体下降了50% 。

（四）针对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擅自变通、调整契税政

策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出《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纠正地方自行制定违规契税政策的通知》，农税

部门组织各地征收机关认真开展了契税政策执行情况的专项

检查，并对契税违规政策进行了清理。

（五）各级征收机关与土地、房产管理部门配合，采取

进驻房地产市场设立窗口的征收方式，从源头控制税源，增

强了依法纳税的透明度。在征收过程中，推广应用了契税征

管软件，方便了纳税人纳税，提高了办税效率。

七、高度重视群众来信来访

2003 年，国家税务总局农业税征收管理局共接到群众

来信、来电和来访 194 件次，涉及 24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群众来信来访中主要反映农村税费改革后，计税土地

面积不实，农业税计税常年产量和计税价格偏高，平摊农业

税税款，强行征收农业税，收税不开完税证或收税打白条，

执行税收政策有偏差等。农税局对每一起群众来信来访都责

成当地省一级农业税征收管理机关进行调查处理。各级农业

税征收管理机关派专人负责调查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

上报处理结果，反馈率 88% 。处理结果大部分得到了农民

群众的认可。信访件中典型处理2 件，国家税务总局两次派

工作人员赴内蒙古阿荣旗调查，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农民信访问题的函》文件，发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就农业税征收问题提出意见。

（国家税务总局农业税征收管理局供稿，刘 娟执笔）

财政 干部教 育与培训

一、国家会计学院管理工作

（一）制定学院五年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方向。为了明

确国家会计学院未来五年发展目标，规划学院长远发展的宏

伟蓝图，指导和推动今后一段时期内学院的各项工作，根据

财政部领导的指示，各学院自上而下充分讨论，董事会办公

室组织召开了三次教职工座谈会，经过数月努力，几易其

稿，三个学院均制订了符合形势发展需要和学院实际情况的

五年规划。

（二）着手编写会计专业硕士学位教材，加强学院科研

工作。2003 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在我国设立会计专

业硕士学位，而且三所国家会计学院将第一批试办会计专业

硕士学位教育。为配合这项工作的开展，2003 年 9 月份，

财政部召开了教材建设研讨会，决定编写10门教材和12门

大纲，确定了出版时间表。12 月份组织了第一次审稿会，

对10门教材的大纲进行了审定。为加强学院科研工作，对

注册会计师和高级财务会计人员职业能力框架以及案例研究

等项目开展了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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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推动学院基本建设。2003 年，国务院批准北

京、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进行二期工程建设，上海国家会计学

院的立项、总体设计方案、初步设计已经完成，进入监理、

设计、基建总承包单位的招标阶段，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已落

实征地定金。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基本建设进展顺利，建筑单

体的主体结构已全面完成。

（四）积极落实各项资金，保证学院工作的开展。经国

务院批准，财政部落实北京、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二期工程建

设资金分别为3.23亿元和2.44亿元。落实了学院远程教育

资金。圆满完成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一期工程基本建设财务

评审工作，追加超过工程概算投资2 680万元。完成了世界

银行贷款的调整工作，上海、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利用该贷款

购置了部分教学设备。

（五）积极推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金融与发展

项目。2003 年10 月 15 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作为项目执

行秘书处，在上海成功举办了主题为“金融体系的稳定：政

策与挑战”的年度论坛，12 个 APEC 经济体的政府机构、

学术界、金融企业及三家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103人参加了

论坛。11月 24～26 日，与韩国财政经济部、泰国财政部在

汉城联合举办了亚太地区中小企业融资培训班。12 月 11～

12 日，与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在巴厘岛联合举办了发展亚

太地区政府债券市场培训班。来自 15 个 APEC 经济体及亚

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163 位代表参加了

这两期培训。2003 年，经过专家组公正严格的评审，确定

对11个经济体的13 份研究计划进行资助，同时对研究项目

实施了严格的质量管理。

（六）协调学院外事工作，圆满完成了学院年度外事计

划。2003年，完成了40人7个考察团组、2人出境讲学、2

人短期培训、2个培训班的境外培训等外事任务，大大促进

了学院对外交流工作，并与境外多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

（七）抓规范管理，推动学院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一是召开国家会计学院第二次工作会议。2003 年 8 月 7

日至8 日，国家会计学院第二会议在北京召开。财政部部长

助理冯淑萍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学院要加强党的建

设，发挥党委在学院工作中的重要保证作用。同时，要抓好

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建立科学、合理、健全的规章制度。

二是调整和配备了北京、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领导班子成

员。2003 年，经财政部党组提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董事

会批准，提拔了两名副院长分别担任该院党委书记和院长；

从有关高等院校调入三名同志组成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领导班

子。

（八）适应新形势，及时调整学院董事会。国家会计学

院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由于三个国家会计

学院原董事会成员单位及工作岗位发生了较大变化，为确保

董事会能够继续履行职责，保证学院工作正常开展，经董事

会主席批准，决定对国家会计学院董事会进行调整和补充。

为便于对三所学院的统一领导，经财政部领导批准，2003

年11月将三个董事会合并调整为国家会计学院董事会，由

24个成员单位及29名董事组成。

（九）协调学院与地方的有关工作事宜。为便于地方党

委加强对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党务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根据党

组织关系属地化的原则，将其党组织关系挂靠中共厦门市级

机关工委。完成委托厦门市外事办公室办理厦门国家会计学

院出国任务审批工作，下放该院院级以下干部因公出访审查

工作。完成委托上海、厦门市台湾事务办公室办理上海、厦

门国家会计学院院级以下干部因公赴台审批手续。

二、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2003 年，财政部共举办各类培训（研讨）班58 个，实

际培训学员6 641人次，完成全年培训计划的119.16% 。

（一）认真开展财政部处以上干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轮训工作。2003 年7 月14 日至17 日，财政部举

办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司局长专题研讨班，共

有37 名司局级领导干部参加了培训。10月28 日至12月 18

日，分8期对财政部 900 多名处以上干部进行了轮训，使他

们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了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的

了解，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财政部各

项工作中的贯彻落实。

（二）重点开展财政业务培训。2003 年共举办财政业务

培训班33个，占全年培训班总数的 57% 。为了积极配合国

库管理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举办了 10 期国库管理制度改

革方面的培训班，合计培训1 575人次。为推动部门预算、

政府采购、财政监督等重大财政改革的顺利实施，先后举办

了财政部2004 年部门预算编制、财政投资管理、政府采购

及实物管理、金融财务监管及外国政府贷款管理、收费基金

年度稽查等培训班。为了提高我国财政中长期计划管理水

平，增强财政宏观调控的科学性、稳定性和有效性，举办了

三年财政滚动发展计划编制工作研讨班。这些培训班使学员

掌握了新的业务知识和技能，保证了各项财政业务工作特别

是财政改革的顺利实施。

（三）积极开展岗位培训。2003 年 9 月 2 日至 9 月 29

日，财政部举办了2003 年新录用人员岗前培训班，聘请了

28位司局长、博士生导师授课。11月份举办了第三期西部

地区地（市、州、盟）财政局长培训班，51 位财政局长参

加了培训。另外，举办了预算处长和地市财政局长培训班，

为专员办干部举办了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业务培训班、

计算机网络及软件应用培训班等。分两次安排了 52 名新录

用人员在18个基层单位接受锻炼，对锻炼期满的 46名同志

进行了考察验收。

（四）继续强化外语培训。2003 年3月 10 日至11 月28

日（4月下旬停课 9月中旬复课），财政部举办了第二期司、

处级干部英语培训班，共有10 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班采用

全封闭全脱产方式，以提高学员的听、说能力为目标，以生

活用语和商务英语为重点，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和辅导员

配备等方面进行了精心安排。培训结束时，10 位学员用英

语作了高水平的汇报演讲。3 月 17 日至 5 月 7 日，举办了

第17期英语口语强化培训班，20 名学员参加了学习。另

外，举办了两期业余英语初、中级培训班，共有182 位学员

接受了培训。

（五）适时开展“金财工程”及信息网络技术培训。针

对“金财工程”建设急需的最新技术，举办了邮件系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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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软件开发工具、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安全管理、计算机机

房技术与建设等 5 期培训班，累计培训 81 天、253 人次，

占省级财政部门信息网络技术人员的 38.5 % 。举办了财政

系统“e财”预算编制软件培训班、财政决算软件培训班、

数据库在线分析培训班、2002 年国有资产统计报表及应用

软件培训班、财政系统电子公文传输系统培训班等。

（六）加强国际合作培训。组织了全国财政系统社会保

障制度培训班、财政管理与监督培训班、中国入世后农业财

政政策国际研讨班和澳大利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专题讲

座，分别了解了法国社会保障体系及其政策、澳大利亚财政

管理与监督、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农业财政政策等情况，

为我国制定相应领域的财政政策提供了较好的经验。组织了

财政部公务员培训管理考察团和全国财政系统培训管理培训

班，对瑞典、英国、澳大利亚的公务员制度及培训管理政

策、方式、措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开展大规模培训干部

工作，并不断提高培训质量、规范培训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
（七）稳步进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和社会培训。2003 年

8月 1 日至11月 20 日，举办了 7 期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人员

继续教育培训班，共培训中、初级会计人员 786 人，比上年

增加37% 。为了推动财政改革在各试点单位的顺利开展，

面向社会举办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非贸易外汇管理等

6 个培训班，培训社会学员近千人次。经中央组织部批准，

举办了财政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班和农村税费改革专题研究

班各二期，培训了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的地方党政领导干

部305人，其中地市级领导干部 40 人，县市级领导干部

265人。
（八）推进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工作的开展。2003 年 7 月

份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一次调研工作，推动了中华会计

函授学校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和其他培训工作的开展。2003

年，全校共培训会计人员等 268 万多人次。完成了 12 期

《中华会计学习》、6期《办学通讯》的编辑出版任务，刊登

了410 篇文章，加强了通讯网络建设和宣传发行等工作。在

中专学历教育方面，印发了2003～2004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

计划、2002～2003 学年第二学期考试试题，修改和完善了

考试题库，完成了考试辅导工作，保证了教学质量。

（九）规范并加强财政部培训研究课题的开发工作。财

政部干部教育中心制订了《财政部培训研究课题管理暂行办

法》，从课题的组织领导、申请与立项、研究工作的开展与

管理、经费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规范性要求。督促完成了列入

《财政部2002年培训研究课题开发计划》的 20 项课题的研

究工作。经财政部培训研究课题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将

24项课题列入了《财政部2003 年培训研究课题开发计划》。

2003 年还完成“财政改革与发展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的评

审鉴定工作。9 月份和12 月份，召开了两次课题研究成果

评审鉴定会，由多位专家按照评审标准和程序，先后对 12

项子课题研究成果进行了评审鉴定。

（十）召开财政部第七次全国财政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

作会议。2003 年 9月9 日至11 日，来自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人教处（干部教育中心、培

训中心）、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干部培训点的 110 位代表参

加了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了党的十六大、胡锦涛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以及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讨论了财政

部副部长廖晓军的书面讲话，总结和交流了 2001～2002 年

全国财政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经验，表彰了 2002 年度先

进单位，部署了2003 年下半年及2004年工作任务，为进一

步开创全国财政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干部教育中心供稿，

吴宇宏、汪自贵执笔）

事业发展
注册会计师事业

一、加强行业自律监管和制度建设，提高行业

诚信水平

（一）继续关注上市公司变更事务所情况，防止和抵制

上市公司通过变更事务所换取有利审计意见的行为。

1.先后就做好上市公司2002 年年报和2003 年中报审

计工作发出通知。2003 年初和年中，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以下简称中注协）两次发出通知，提出审计工作中应予关

注的事项，并要求事务所随时报告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中的变

更情况。共有37家事务所对客户变更的情况进行了报告说

明。

2.密切关注审计变更动态，及时作出警示。审计工作

期间，中注协组织专人负责收集上市公司有关公告，并关注

媒体披露的相关信息。根据事务所的报告和公开市场披露的

信息，主动与50多家事务所进行了沟通联系，询问前任变

更的原因，是否存在重大分歧事项等，敦促后任事务所与前

任事务所进行沟通，了解可能存在的重大审计风险项目。

通过搜集、整理、分析有关信息，对其中 10 余家事务

所予以谈话提醒，对重大风险给以提示和警示，有效制止和

防范了“出卖”审计意见的行为。

3.实行网上报备，推进实时监控。为加强对上市公司

年报审计业务的自律监管，提高自律监管的及时性和针对

性，2003 年，中注协研发了网上业务报备软件，对年报审

计业务进行网上报备，并对1 000多家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的

报备材料开展了相关技术、数据分析。内蒙、吉林、新疆等

地方协会也实施了业务报备制度，开展了业务报备工作，江

苏、湖北、宁夏等注协还对报备反映的信息进行汇总，提出

分析报告。

2003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业务报备资料分析显示，经

注册会计师审计，2002 年年报调整利润总额520 亿元，占

审计前利润总额的 33.6% ；调整资产总额1 843亿元，占审

计前资产总额的 4.4% ；为国家净增税收收入14亿元。

（二）严格年检工作，净化执业队伍。2003 年，中注协

认真指导和监督各地方协会开展行业年检工作，严格把关，

对2 810名不合格人员不予通过年检。各地还结合年检工作，

不断完善会员管理数据库，辽宁注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行业

人员管理系统。

（三）加强制度建设，提高行业诚信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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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会员诚信档案管理暂行办法。2003 年，中注协

经过反复酝酿和向业内外征求意见，制定了会员诚信档案管

理暂行办法，把会员职业道德遵守情况、风险提示防范情

况、谈话提醒情况、“炒鱿鱼，接下家”情况、不正当竞争

情况以及受到处罚的类型和原因等信息，作为会员诚信档案

的重要记录内容，为促使执业机构和从业人员恪守职业道德

和准则，实施行业监督和资格管理，全面评价会员的诚信水

平提供了依据。

上海、江苏、浙江、山西、江西、河南等地注协也都制

定了行业诚信档案制度；安徽、深圳、重庆等地的诚信档案

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云南、河北、安徽、江苏、广西注协

继续推动行业诚信公约、诚信宣言和诚信承诺书等的签订，

增强执业机构的诚信意识。

2.发布执业机构内部治理机制建设指导意见。为健全

执业机构内部治理机制，中注协在研究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

上，发布了《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内部治理机制建

设指导意见》，从执业机构章程（合伙人协议）的规范内容、

股权设置、出资人（合伙人）条件、出资人（合伙人）加入

与退出程序以及执业机构诚信文化建设等方面，对执业机构

加强和改进内部管理与运行机制，作出了指导。

指导意见发布以后，中注协会同各地方协会加强了对事

务所内部管理机制建设的指导和引导。对执业机构内部出现

的重大冲突，在引导事务所通过司法途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的同时，积极协调解决事务所的内部矛盾。

河北、浙江、江西、山东、陕西、辽宁等地注协陆续出

台了会计师事务所章程、合伙人协议、从业人员聘用合同、

从业人员考核办法，以及执业机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规范运作指导意见等有利于执业机构内部治理机制建设的范

本和政策，针对性地解决执业机构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

3.研究建立执业质量检查制度。通过研究借鉴国外注

册会计师行业检查制度的经验教训，总结我国注册会计师行

业监管实践，研究提出了行业自律性执业质量检查的工作思

路，并形成了《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试行）》

（征求意见稿）。一些地方协会也制定了行业自律监管制度。

4.开展行业执业质量检查。2003 年，黑龙江、贵州、

广西、海南、西藏等地注协组织开展了业务质量检查工作。

一些地方协会还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专项检查工作。如，青

海注协对各种“业务代办点”和冒用会计师事务所名义从事

中介活动的社会闲杂人员进行清理；江苏注协开展了“乱设

分支机构、故意压价竞争”的专项治理工作；深圳注协开展

了全行业收费标准大检查等等。对于业务检查和专项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北京、浙江、四川、重庆等注协都及时给予了

行业自律性惩戒。

二、大力推进行业自律管理体制建设，提高行

业自律管理水平

（一）积极思考和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自律的建设

方向和实现形式。在总结以往行业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中注

协深入研究了行业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会员自律和行业自

律、自律体系等重大问题，并借鉴国际会计师组织的成功做

法，制定了《关于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体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第一次对行业自律管理体制的建设方向和要求提出了系统、

完整的思路：一是发展和完善以会员为中心的完整的行业自

律管理和服务职能；二是建立和完善理事会、常务理事会、

专门委员会等行业自律管理的决策组织体系；三是加强协会

秘书处的建设，提高秘书处工作水平和质量。

（二）激活常务理事沟通决策机制。为充分发挥常务理

事会的决策功能，中注协建立了与常务理事的沟通联系机

制，及时完善了常务理事会通报制度和决策功能。协会秘书

处定期向常务理事书面报告工作，所有重大文件、制度的出

台，都事先向常务理事书面征求意见，较好地发挥了常务理

事会的决策作用。

（三）制定惩戒委员会等 4 个专门委员会工作规则。为

建立并完善协会的自律决策组织，根据行业自我管理的需

要，经广泛征求业内外意见，中注协制定了协会惩戒委员

会、申诉委员会、维权委员会和审计准则委员会等专门委员

会的工作规则。结合这项工作的开展，积极研究了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架构和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行

业自律运行机制。

（四）积极实践和总结自律管理体制建设的经验。根据

自律管理体制建设指导意见的精神，中注协鼓励和指导地方

协会积极实践，大力开展自律体制建设工作。同时，先后两

次召开全国性专题会议，探讨自律体制建设的具体实施步

骤，分析研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广泛交流各地自律体制

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为全面推进行业自律管理体制建设

积累经验。

各地注协也高度重视行业自律体制建设工作，河北、内

蒙、山东、江西、安徽等十余个省级协会结合换届，完善了

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的运行机制。在专门委员会建设方

面，各地注协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完善专业标准建设，加强技术指导工作

2003 年，中注协根据当前审计执业工作的新特点，制

定发布了《审计报告》、《持续经营》和《前后任注册会计师

沟通》3个准则；印发了《审计报告》和《证券公司审计》

两个执业规范指南，进一步指导和规范执业行为，解决了审

计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为提高行业的执业风险防范水平，中注协以审计风险模

型为基础，修订并起草了《会计报表审计的目标与一般原

则》、《了解被审计单位情况及其环境以及评价重大错报的风

险》、《注册会计师对评估出风险的反应程序》、《审计证据》、

《舞弊》、《审计业务约定书》、《审计工作底稿》等7 个准则项目

初稿，向有关方面征求意见。

2003年，中注协继续抓好技术援助服务工作，针对注

册会计师执业中遇到的有关上市公司会计、审计问题，以中

注协专家技术援助小组名义对其中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如债转股企业可否根据资产评估结果调账；园林经营企业绿

化支出的会计处理；房地产企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辅助

费用的会计处理；对境外注册的单船公司，在审计时注册会

计师如何确认船舶的权属以及债务重组时发生的评估、咨询

等费用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等问题专门进行了答复，并尝试对

会员提出的会计案例性问题提供职业判断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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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少数事务所名称不规范侵害到其他事务所名

誉，以及事务所审计档案管理责任不清晰的问题，中注协先

后就会计师事务所名称规范、审计档案保管与销毁工作提出

指导意见。年报审计结束后，还专门就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

逐一分析，发布研究报告，指导执业机构防范风险。

四、加强行业队伍素质建设，继续做好考试和

后续教育工作

（一）顺利完成注册会计师年度考试工作

1.克服“非典”影响，努力做好考试各项组织和服务

工作。2003 年初“非典”疫情肆虐时，正值注册会计师考

试报名的关键时期，为做好防治工作，确保安全，考办及时

对各地的报名时间和方式进行调整。为了不影响考生复习和

顺利举行考试，“非典”防治期间考试用书的编写、出版、

发行，以及其后的命题等各项组织工作，均按原定计划有条

不紊地进行，有力地保障了考试工作的顺利完成。

与此同时，继续做好考生的服务工作，利用考试值班电

话、对外公布电子信箱，及时为广大考生提供有关政策咨

询。为帮助、指导考生的应考、复习，在《中国注册会计

师》杂志开辟考试问题解答专栏，并出版了 3 期《2003 年

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问题解答》专辑；制作网上课

件，对注册会计师考试实行网上考前辅导，深受广大考生好

评。

2.改革完善评卷制度。2003 年注册会计师考试改革实

行了双重评卷制度，即：由两组人员分别对每份答题卷进行

独立评卷，然后读入计算机自动评分，计算机对两次评卷结

果自动进行比较，对于两次评卷成绩有差异的答题卷，再进

行差异点的第三次评阅，从而确保每份试卷成绩评判的准

确、公正。

2003 年，共有68万多人报名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注

册会计师考试各科合格人数及合格率分别为：会计17 816

人，9.17% ；审计5 812人，7.48% ；财务成本管理11 324

人，10.36% ；经济法16 739人，12.82% ；税法18 653人，

12.01%。

（二）继续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丰富培训内容和手段，

努力提高行业执业队伍整体素质。

1.开展注册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研究。2003 年，中注

协对 12 个省市的近百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实地的问卷调

查和工作底稿测试，深入了解当前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执业

机构的队伍职业能力现状，为行业职业能力框架的研究，收

集、分析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2.推进行业远程教育。2003 年，中注协研究提出了行

业远程教育建设方案和远程教育教学内容的体系及开发方

案，完成了3 个远程教育前端演播教室和部分省市远程教育

教室的建设，并首次通过中国联通的远程会议系统组织召开

全国性会议。

此外，还在中注协和北京、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网站上开

通注册会计师网上后续教育，先后推出 10 多个课时的后续

教育内容。

3.开发教育培训教材。组织完成了《财务管理》等 9

种CPA 专门化教育的教材及学习指导用书的编写出版工作；

组织完成了《资产评估责任与风险防范》、《合伙会计师事务

所的管理》2本培训教材的编写工作。

五、拓展服务功能，提高协会服务水平

（一）加强协会与外部的协调和沟通。2003 年，中注协

积极开展与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国人

保等部门的协调和沟通工作，分别就注册会计师刑事责任案

件、企业年检审计业务、注册会计师职业保险条款等方面的

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取得积极进展，为行业争取更好的外部

执业环境做出了努力。

（二）推进行业参政议政。2003 年，在中注协和地方协

会的努力下，行业的参政议政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省、

自治区、直辖市以上的人大、政协中，行业人士有 14 人当

选人大代表、20 人当选政协委员。其中，全国人大代表 1

名；全国政协委员 5 名，行业的社会形象显著提高。

2003年6月，根据统战部的要求，行业就修改宪法和

政协章程、司法体制改革、“非典”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注意的问

题及建议等方面的问题，向中央反映了行业意见和建议，并

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三）广泛开展会员服务需求调查。为深入了解会员的

服务需求，改进协会服务工作，2003 年，中注协设计了

“会员服务需求调查问卷”，通过印发调查问卷和网上发布的

方式，向全行业征集意见。对1.2万多份回复问卷，进行录

入、汇总，并组织力量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深度研究，提出

研究报告，全面指导协会的服务工作。

（四）指导行业积极应对“非典”疫性。为积极应对和

消除“非典”疫情给行业造成的影响，中注协进行了深入的

调查了解，系统提出了“非典”疫情对行业影响及应对措施

的研究报告，并从历年结余的会费中，一次性向受“非典”

影响发生财务困难的执业机构返还会费近1 200万元，受到

了广大会员的好评。鉴于中注协“非典”期间卓有成效的工

作，民政部授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抗击非典先进全国性

社会团体”称号。

六、大力开展行业宣传和研究工作，增进沟通

取得支持

（一）宣传方面

2003 年，中注协认真办好注册会计师杂志和协会网站，

通过《行业要情》、《工作简报》、《行业发展研究资料》等方

式展现行业建设成果，揭示行业发展的国际动态，取得有关

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并为有关方面的决策提供参考。各地注

协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工作，天津、江苏开展了有奖征

文活动；山西、安徽举办演讲活动；浙江注协对优秀执业人

员在各种媒体上进行宣传报道等。

（二）研究方面

2003 年，中注协就自律管理体制建设、会员诚信档案、

自律检查制度、行业法制建设、会员服务需求等问题，组织

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取得众多的研究成果。

密切关注行业的国际发展趋势，对国际会计师组织和相

关机构的工作动态予以追踪，先后就美国《萨班斯法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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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内容，编发9期《行业发展研究资料》，为有关方面的

研究和决策提供参考。

完成了《会计师事务所绩效评价与管理》、《上市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审核》、《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研究》、《开展

网上誉证业务初探》等4个课题的评审结项工作；研究提出

了《风险导向审计》、《大型企业并购中的资产评估研究》等

21个课题计划，通过招标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行业

研究。同时，完善协会课题研究制度，制定课题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协会的课题招标、评审及管理工作。

七、积极开展国际交往，提升行业国际影响和

地位

2003年，中注协努力发展与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国际

评估准则委员会、亚太会计师联合会等国际组织，以及外国

和地区行业组织等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与国际同行的相互了

解，进一步扩大了中注协在国际同行的影响力。

2003 年，中注协共先后派出 16 个会议团组参加国际相

关组织的有关活动，组织了 2 个考察团和1 个培训团赴境外

考察、培训；接待境外来访团组25个。

2003 年，中注协继续担任国际会计师联合会教育委员

会委员和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委员，并分别在相关领

域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继续担任亚太地区会计师联合会理事

会成员和主席，作为主席国的专业团体，中协会在协助亚太

会计师联合会主席，联络、沟通亚太会计师联合会秘书处方

面作了大量工作，为促进亚太会计师联合会会计师组织的专

业合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2003 年11月，中注协在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2003 年度

会议上，当选为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理事会理事，这是中国会

计界第一次进入国际会计师联合会最高领导机构。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蔡晓峰执笔）

财政投资评审

一、认真把好评审关，为部内有关业务司局安

排预算和批复决算提供了可靠依据

2003年，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共完成各类评审项目120

个，评审额达251.13 亿元，其中概、预算及竣工决算项目

送审额153亿元，审减5.58 亿元；国债项目的绩效评价、专项

核查、粮库上划审计等其他项目的评审额达98.11亿元。

（一）圆满完成 13 个概、预算项目的评审任务。2003

年，财政部评审中心共评审涉及国防、社会保障、农业等方

面的概、预算项目 13 个，其中概算项目 4 个，送审投资

9.67亿元，审减 1.29 亿元，审减率 13.3% ；预算项目 9

个，送审投资 50.11 亿元，审减1.02 亿元。评审中及时发

现了建设项目超概算、超规模、工程量计算和定额套用错

误、会计核算和项目管理不规范、管理费和设计费超标准等

问题。通过对部门项目预算的评审，为部内有关司局合理安

排项目预算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从源头上节约了财政资

金，在规范项目支出预算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完成了16个基础设施项目竣工决算的评审任务。

2003年，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完成了机场、公路、天然气

工程等 16 个基础设施项目竣工决算的评审，送审投资

82.88亿元，比概算投资审减 5.5 亿元，比送审投资审减

2.98亿元。在竣工决算评审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会计事

项处理不规范，工程量计算、费率套用不准确，高套主材价

格、材料价差计取有误，列支不合理费用、挪用资金等。对

评审中发现的问题在评审报告中及时反映并提出建议，为部

内有关司局批复项目的竣工财务决算提供了可靠依据，在提

高财政资金的有效性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完成了52个200亿斤国家粮食储备库项目的竣工

决算评审和10个粮库上划审计等任务。2003 年，财政部投

资评审中心对52个2001 年安排的200亿斤国家粮食储备库

项目竣工决算进行了评审，送审投资 7.68 亿元，审减2 500

万元。同时，还承担了4个棉花库的竣工决算评审，涉及概

算投资 2.64亿元。通过评审，督促了项目建设单位按规定

编制竣工决算，并为财政部有关司局批复粮库项目竣工决算

提供了依据。另外，还完成了 10 个粮库上划的审计任务，

为财政部有关司局确定粮库上划提供了依据。

（四）完成了12个国债投资的污水处理项目绩效评价和

部分专项核查任务。2003 年，财政部投资中心承担了12 个

国债投资的污水处理项目追踪问效任务，涉及概算投资

12.91 亿元。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合理性、项目程序的管

理、项目投资控制、项目建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及项目

财务资金的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追踪评审。通过评

审，摸清了项目的建设、运转情况和实施效果，具体掌握了

项目的财务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情况，及时发现了国债专项资

金专户管理不规范、不及时办理竣工决算造成建设成本增

加、支出不合理、违规预提建设单位管理费等问题。另外，

还承担了国家大剧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等四个项目的核查

及复查，涉及资金85 亿元，及时了解了工程进展和资金使

用情况，并向有关部门和建设单位提出了投资控制和项目管

理的意见和建议。

（五）继续承办世界银行有关贷款项目专用账户管理工

作，为世界银行贷款管理提供基础服务，并在清收世行和亚

行部分过期转贷款方面取得较大进展。2003 年，财政部投

资评审中心承办了 29 个专用账户的管理工作，办理资金支

付2.55亿美元，向世界银行申请回补资金2.25 亿美元，办

理提款申请报账1 640份，申请回补68 份，并及时办理了世

界银行贷款项目的付款、记账、计息计费、本金和息费收

款、账户管理、债务分割、财务凭证档案管理等工作，为世

行贷款管理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同时，清理、回收世界银行

和亚洲开发银行转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 1.48 亿元人民币，

比上年增加 26% ，其中，督促光大银行清收并按规定向中

央金库缴款 1 亿元，比上年增加 77 % ，直接回收世行转贷

款约4 800万元。

二、全国财政投资评审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全国财政投资评审队伍进一步壮大。截至2003 年

底，全国已成立各级财政投资评审机构451个，比上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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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23 个。其中，地市级财政成立直属评审机构201 个，占

地市总数的60.5% ，县（市）级财政成立评审机构 217 个，

占县（市）总数的 10.7% ，其中，如广东省 57 个县（市）

设立了机构，占全省县（市）总数的76% ，湖南省 38 个县

成立了机构，占全省县（市）总数的 43% ；全国评审机构

有工作人员3 405人，其中，省级机构 624 人，地市级机构

1 787人，县（市）机构 949 人，专业技术人员占 85%。从

评审机构的性质来看，绝大部分属于各级财政部门直属的事

业单位。在省级财政成立的评审机构中，全额拨款的事业单

位14个，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2 个，事业单位公务员管理

1个，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15 个。在地市财政评审机构中，

有的实行事业单位公务员管理，如承德，有的纳入了公务员

序列，如秦皇岛，有的实行差额拨款，如沈阳。

各级财政投资评审机构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通过全方

位的、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评审人员的政策水平

和业务素质；建立良好的人才引进机制，招聘专家型人才充

实评审队伍，加强评审力量；同时，各地评审机构初步建立

了评审专家人才网络库，有效利用社会各类专家人才为财政

投资评审工作服务，截至2003 年底各地评审系统专家人才

库已网罗机动专业人员2 600多人。

（二）努力完成各项财政评审任务，为国家节约了大量

财政资金。2003 年，全国各级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共评审项

目33 744个，评审金额达到2 6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10% 以上。从项目评审分布看，专项核查评审额 713 亿元，

占总数的27% ；决算评审额655亿元，占 25% ；预算评审

额439亿元，占 17% ；结算评审额380 亿元，占 15% ；概

算评审额206 亿元，占 8% ；其他 209亿元，占 8% 。从成

效看，概算审减额26.5 亿元，审减率达到12.9% ；预算审

减额58.6亿元，审减率达到12.3% ；结算审减额52.1 亿

元，审减率达到 14.5% ；决算审减 42 亿元，审减率达到

6.4% ；专项审减35.6亿元，审减率达到5.7% ；其他类审

减24.3亿元，审减率达到11.6% 。2003年，财政投资评审

工作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决算、结算、预算评审仍然

是评审机构的核心工作内容，三者占总评审额的比例达到

57% ；二是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检查成为近年来评审机构

的重要工作内容；三是概算评审虽然仅占 8% ，但越来越受

到重视，特别是省级及省以下财政的评审机构概算评审的力

度加大，2003 年省级及省以下财政的评审机构共评审概算

196亿元，占全国概算总评审额的95% 。

（三）加强评审操作规范取得新进展。

1.支出预算管理中设置评审环节的制度。北京、四川、

广东等省市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分别在有关制度中明确规

定，由评审中心对项目支出预算进行专项评审，评审结论作

为安排预算、拨付资金的依据。这一制度切实发挥了评审机

构在支出预算管理中的把关作用，提高了项目预算编制及执

行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2.评审机构统一组织项目评审制度。安徽省财政厅有

关处室根据年度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将需要评审的项目统一

委托给评审中心，由评审中心负责建立评审项目库，统一组

织评审；河北省在《省级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及执行管理办

法》（试行）中规定，省财政投资评审中心统一负责政府采

购基本建设、内（外）装修项目施工图预算、竣工决算的评

审工作。这一制度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评审机构专司评审的作

用。
3.评审计划运转制度。山东省、山西省在有关规定中

明确，各支出处室每年向评审中心提出需要评审的项目，评

审中心据此编制年度评审计划，根据计划安排评审工作，改

变了过去评审业务安排的临时性和随意性，使评审机构能够

按照项目评审的轻重缓急合理配备力量，保证了项目评审的

及时性，提高了评审效率。

4.对重点建设工程派驻财政监察员制度。长春市财政

局在《关于对我市重点建设工程派驻财政监察员有关事宜的

通知》中授权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对预算内投资的基本建

设项目从立项审查、资金管理、项目管理、预算决算审查实

施全过程监督，切实履行了财政部门代表政府合理配置财政

资金的监管职责，保证了财政资金运用的高效、安全。

5.对评审中发现问题的处理制度。云南省纪委、省监

察厅和省财政厅三家联合制订并颁发《财政投资评审中发现

的违法违纪案件线索移交暂行规定》，明确规定“财政部门

所属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在对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的工程概

算、预算和竣工决（结）算进行评估、审查中，以及对财政

专项资金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有严重违反财经纪

律需追究党政纪责任，或已涉嫌犯罪，且其行为已超出财政

行政处罚权限的，必须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并在必要时提

供材料，协助有关部门进行查处”。增强了评审的权威性和

威慑力。

（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供稿，刘文军执笔）

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2003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考人数为 126

万人，其中：初级资格 53 万人，中级资格 73 万人。因受

“非典”影响，考试时间由原定的5月 24、25 日推迟到9月

6、7 日进行。实际出考率：初级资格综合平均为 56.88%

（其中：经济法基础57.73% ，初级会计实务 56.03% ），中

级资格综合平均为 47.44% （其中：财务管理 45.88% ，经

济法 47.77 % ，中级实务（一）52.88% ，中级实务（二）

43.22% ）。据不完全统计，2003 年共有约 8 万人通过初级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率为26.8% ；有 1.9万人一

次通过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四门科目的考试，加上 2002

年、2003年度累计合格的，共有 7.9万人次领到了中级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一、沉着应对“非典”，有条不紊做好相关考务

工作

2003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的影响，财政部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及时合理安排，保证了 2003 年

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顺利进行。在考务管理工作

中，一是调整考务日程安排，采取各种措施落实责任制；二

是认真组织试卷保管和运送工作，保证试卷运送不因泥石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流、山体滑坡等可能的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影响而出意外；

三是精心设计评卷环节，压缩评卷时间。本着为考生利益着

想的原则，2003 年为陕西某县因发洪水无法按时参加考试

的50多名考生特别启用了 B 卷进行补考。

二、开拓创新，进一步提高考试管理水平

2003 年，财政部对考试管理软件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

完善。除保留原有功能外，考试管理软件还实现了客观试题

网络阅卷、考试成绩对接检测、考生准考证号填写错误提示

等功能，完善了考试阅卷监控系统，提高了阅卷工作效率。

组织研制开发了试题分析软件，通过定量、定性的分析和研

究对已考试题进行评价，以指导命题工作。

为规范、指导各地考试管理机构的考务工作，编写了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操作指南》，详细介绍考务

操作的各项流程及操作要领，仔细讲解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信息管理系统的操作规程。

三、开展课题研究，探讨教材编写、培训有关

问题

针对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会计人员工作忙，时

间紧，主要靠自学，缺乏老师辅导等情况，2003 年度依托

国家会计学院远程教育中心进行了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网上辅导课程的试点。累计有65 964人次（科）参加了学

习。

为了正确理解和贯彻《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提高

教材的编写质量，更好地为考生服务，2003 年在多次专题

调研和收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开展了“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教材”和“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框架”两个课题

的研究工作。

四、加强保密工作，确保命题、评卷工作顺利

进行

2003年继续采取封闭命题的方式，由财政部保密办对

命题的保密工作进行监督。经过命、审题人员的共同努力，

按时按质完成了6个科目的命题、审题、校对任务。为增加

试评的准确性，2003 年加大了试评卷的抽取数量。在试评

时间压缩的情况下，评卷人员加班加点，完成了《标准答案

和评分标准》的制定工作。另外，还协助人事部进行了评卷

的检查验收工作。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供稿，杨 眉执笔）

财 政 科 研

一、课题研究情况

（一）财政部科研课题研究情况

2003年，财政部科研所根据部领导的指示，紧密结合

财政工作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系列专题研究，确定了 27 个

研究课题，主要包括：非税收入的管理、农村税费改革、财

政风险问题、优化税制和税收负担、新时期农村公共财政框

架、企业合并有关会计问题、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政府监督处

罚体系、中央专项拨款问题、老工业基地改造问题、化解乡

村债务问题等方面。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制度层面的深入剖

析和思路的廓清以及对策要点的可操作性，受到了各方面的

广泛好评。

（二）地方财政科研工作情况

2003 年，各地财政科研部门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两为”方针，发扬理论联系

实际的学风，紧密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扎实开展形式多样

的理论研讨和调研活动，集中力量进行重点课题研究，在推

动当地经济发展和财政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黑龙江省财政科研所注意开创新思路，组织实施并

完成了五个层面的课题调研，即全国协作课题、全省协作课

题、地市协作课题、厅内常务理事自选课题、所内研究人员

自选课题。通过这五个层面的课题研究，在全省财政系统构

建起了纵横交错的科研网络。2003 年，科研所按照“地市

协作，强强联合”的课题协作方式，就省内的财政热点在

15个地市、财政计划单列县（市）间组成了 5 个小型协作

课题组，由牵头地市组织研究工作，很多地市都由财政主管

局长亲自挂帅，完成了具有较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10余篇。

辽宁省财政科研所围绕老工业基地振兴课题，先后承担

了温家宝总理、曾培炎副总理两次调研、薄熙来省长两次汇

报等政策建议的研究和综合工作，完成了关于老工业基地调

整改造的政策建议、政府融资方式研究、关于建立资源开发

补偿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的财政政策建议等研究报告。

新疆财政科研所十分注重深入县乡调查研究，准确掌握

基层实情。2003 年，全所有一半以上的人员都深入基层做

财政调研，平均每人深入基层调研 30 天以上，走遍了全疆

1/ 3 的县市，走进工矿企业，深入乡镇村户，座谈调研，了

解情况，完成了一批有深度的调研报告，并及时编印《财政

科研动态》上报给自治区领导，为各级领导了解实情、科学

决策提供了依据。

安徽省财政科研所针对改革实践中遇到的热点问题，采

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办法，广泛开展学术活动。2003 年，

根据基层财政困难、省以下财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安徽

省开发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先后召开了“完善省以下

财政体制问题理论研讨会”和“安徽开发区经济发展战略理

论研讨会”；并先后参加了四个全国性和区域性理论研讨会。

在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提高了课题研究的深度，

增加了课题成果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此外，科研所还积

极开展了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和计算机应用的培训工作，组织

各类培训班 89个，培训各类人员7 899人，取得了较好的社

会和经济效益。

总之，全国各地财政部门都非常重视财政科研工作，一

些原来撒销了科研改的省市又重新恢复了科研所编制，并都

取得了较丰富的科研成果。

（三）协作课题研究情况

2003 年参加全国协作研究课题的单位较多，在中国财

政学会 44个会员单位中，有 38 个单位参加了课题研究工

作，体现了各地科研部门对协作研究工作的重视。2003 年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共确定了9个协作课题，即增强地方政府预算透明度研究、

地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地方低保政策和农村社会

保障研究、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与地方会计集中核算如何衔接

的研究、地方国债投资项目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地方

政府融资方式研究、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研究、有中国特色

社保资金筹措和管理问题研究、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与社会

经济研究。共分成11个课题组开展研究工作。截至2003 年

底，这些课题已基本完成。

二、学术交流情况

在搞好课题研究工作的同时，财政部科研所、中国财政

学会和各地财政科研部门、财政学会还大力开展了各种形式

的学术交流活动。

（一）2003 年3月财政部科研所和中国财政学会联合组

织召开了全国财政科研工作会议暨财政管理改革理论研讨

会。会议进行了全国优秀科研单位评选活动，共评选出 15

个优秀奖、14个先进奖、6个进步奖、1 个单项奖。会议还

研究部署了2003 年科研工作和2003 年度全国财政协作研究

课题。

（二）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11 号

文件精神，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步伐，财政部科研所、

中国财政学会、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财政学会在沈阳联合

召开了“振兴老工业基地经济政策研讨会”。包括亚洲开发

银行、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人民大学和辽宁省直有关部门及科研单位的 60 多

位领导、专家，就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与振兴中的诸多理

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三）定期组织安排学术讲座活动，促进学术交流。按

照财政部科研所科研情况交流会制度，科研所每月均组织安

排1～2次学术交流会，并规定运用 PO W ERPO IN T 电脑技

术演示内容要点，就诸多学术问题和热点问题交流探讨。

（四）开展与国外财经界的学术交流活动。2003 年科研

所组成3 个考察团和培训团，出访了有关国家和地区，还根

据财政部的安排接待了 11 批外国官员、学者的来访，并受

财政部的委托，对朝鲜财政部官员进行了业务培训。

（五）2003 年第四季度财政部科研所与社科院财贸所、

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了“2003

全国财税论坛”。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社科院的主要领

导出席了论坛，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各地、各部门的官

员、代表广泛研讨财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问题，产生了很大

的社会影响。

地方财政科研部门和财政学会也组织了大量的学术研讨

交流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各地科研活动的开展。

三、财经理论宣传工作情况

2003 年，各地财政科研部门和财政学会重视财经理论

宣传工作，通过办理论刊物，宣传党的财经工作指导方针，

研究和探讨财经理论与政策、业务，传播财经工作信息和经

验，使刊物较好地发挥了喉舌、论坛、窗口和园地的作用。

财政部科研所的《财政研究》和一些地方主办的财政期

刊在坚持“两为”办刊宗旨的前提下，沿着巩固、完善、发

展的路子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刊物内容不断扩展，刊物质

量显著提高，并保持了专业特色和地方特色。主要体现了四

个特点：一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确保刊物政治方向和舆

论导向的正确性，力求做到与国际国内形势相吻合，与当前

财税实际工作相结合。二是注重栏目的特色，针对当前财税

部门的工作特点和热点，适时推出新栏目。三是解决好杂志

编辑的关键环节，把好编辑关、校对关、印刷关、发行关，

进一步提高刊物的质量。四是认真做好采访工作，在为改革

开放服务、为财政事业和广大财会人员服务方面做出了积极

努力，使刊物成为广大财政科研和财会人员学习财政政策、

宣传改革思想、交流工作经验、探讨业务知识的重要阵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供稿，孙胜利执笔）

财政信息 系统建设

一、以“金财工程”建设为核心，全面推进财

政信息化建设

（一）做好“金财工程”建设组织协调工作。2003 年，

“金财办”（“金财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部领导

指示，认真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多次召开工作会议，研究有

关政策，组织制定了《财政部“金财工程”系统软件开发、

应用管理暂行办法》和《“金财工程”建设经费使用管理办

法》；协调、组织财政核心业务软件的开发及推广应用工作；

指导、促进地方“金财工程”建设工作等，保证了全国“金

财工程”建设按照规划稳步推进。为了增加“金财工程”建

设决策的科学性，2003 年 7 月，组织成立了“金财工程”

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23 位 IT 界权威人士及财经专家为委

员（其中两院院士 4 人）。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后，在“金

财工程”的项目招投标、网络建设及系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二）大力抓好核心业务系统开发和技术支撑工作。

1.抓好部门预算编审系统的修改完善和技术支撑工作。

一是按照财政部对中央部门 2004 年部门预算的编制要求，

修改和完善了中央部门预算管理系统（部门版），向中央一

级部门及下属预算单位发放软件光盘近5 000套，并做好对

中央部门的技术支持、软件培训和应用服务工作。二是根据

新的业务需求，对中央部门预算管理系统（财政版）做了进

一步修改和完善，使系统在综合查询、控制数测算、项目清

理和报表定制打印等方面有了较大改进，做好了对财政部各

司局的技术支持和应用服务工作。三是做好数据收集、整理

和数据库维护等工作，完成了2003 年中央部门预算“一上”

和“二上”的数据收集、汇总整理工作，并将部门数据转入

财政部数据库，配合部门业务司局完成了按权限审核工作。

四是汇总和打印了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上报的中央部门预算

草案，及时准确地输出了160 多个中央部门的 2003 年预算

批复表。

地方部门预算管理系统已在全国 36 个省（区、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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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实施，并推广应用至157 个地市级财政部门。

2.推进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的开发应用。

（1）中央级国库支付管理系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加

强。一是实现了中央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外围系统的扩展。扩

展项目充分利用了财政部与各部门间的横向网络，实现了与

各部门间的网上信息交换、支付信息查询及网上对账功能。

二是完成了中央预算单位财政资金集中支付管理系统的升级

改版工作。升级后的系统加强了用户定制和数据控制等方面

的灵活性，增加了保持上下级预算单位数据一致性的处理功

能，实现了从单位预算指标、分月用款计划、直接支付申

请、支出月报到年终结余资金等业务全过程的电子化管理。

三是进行国库支付其他应用软件的开发、完善工作。对中央

预算拨款试点网和中央授权支付管理系统做了较大的修改与

完善；按照中央银行清算系统和代理银行业务系统的调整要

求，对中央授权支付管理系统与银行清算系统之间的数据交

换程序进行了相应修改，完善了系统的回单处理等功能。

（2）研制开发新版地方国库集中支付系统。针对旧版系

统在适应性和可扩展性等方面的不足以及国库改革新需求，

首次尝试大型软件开发项目的工程化运作模式。2003 年 4

月，通过招标方式，确定了软件开发主研方、监理方和测试

方。2003 年10 月底开发出试用版。新版软件实现了地方财

政部门集中支付管理、代理银行集中支付管理、清算银行集

中支付管理、预算单位财政资金集中支付管理、地方财政部

门账务管理等功能，涵盖了地方财政部门、人民银行和代理

银行的财政资金支付管理业务需求。新系统已在青海、黑龙

江、甘肃、宁夏四省区试点运行，取得初步成效。

3.组织开发新版全国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随着国

库收付制度改革的深入及整个国库相关业务整合，2002 年

财政部组织开发的非税收入管理系统在设计和功能方面已满

足不了业务需要，如系统同财政总账相对分离，编码机制不

够合理灵活，缺少收入分成、收入退付、大厅执收等功能，

并逐渐成为系统进一步推广应用的难题。经过在全国范围的

需求调研和反复论证，并报部领导同意，信息网络中心决定

按照软件工程的方法和新的业务需求，启动新系统的开发工

作。2003 年9月开始着手选择开发商，2003 年11月正式启

动了新系统的设计、开发工作。新系统是建立在非税收入系

统与中央、地方财政总账系统集成，编码机制科学合理、定

制灵活，业务功能完备的基础上，按照规范的软件工程的方

法组织开发的。新系统贯彻了“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

统管、收缴分离”的指导思想，以“统一收入票据”、“统一

收入项目”为手段，通过“以票控费”的方法完成系统各项

功能的衔接。

4.做好工资统一发放软件的升级改版和技术支撑工作。

为更好地满足用户要求，提高系统运行效率，完成了财政工

资统一发放系统由 V4.0 至 V4.3 的升级工作。增加了人事

超编管理、控制及审核功能；加强和完善了对第十三月工资

的处理、综合查询及打印定制、人事信息和工资数据的批量

审核等功能；完善了与国库集中支付、部门预算系统的数据

交换功能；提升了与银行接口灵活度，满足了不同银行对工

资统发系统的数据项目定制及数据校验的要求。同时，为

20 多年省市的用户做了系统升级服务工作。

5.研制开发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监测信息系统。为了实

现对中央扶贫专项资金和以工代赈等扶贫项目的信息化管

理，规范扶贫项目的申报、审批和拨付流程，加强对专项资

金使用的监督，信息网络中心组织开发“财政扶贫资金管理

监测信息系统”。该系统涉及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国

家民政部、国家扶贫办以及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省、地（市）、县的各级扶贫资金使用部门，是一个覆盖全

国的包含行政审批和资金监管的网络信息管理系统。2003

年8月开始进行项目前期的调研及立项工作，10 月完成项

目开发商的招标工作，年底完成项目的总体设计、详细设计

及代码编写工作。

（三）进一步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及网络安全建设。

1.完成财政部机关内外网改造工作。自2003 年 4月中

旬开始，信息网络中心对部机关内外网络系统进行了全面升

级改造，使部机关网络由主干百兆升级为主干千兆，并通过

划分虚网、安装客户端认证软件、加强网络分析等方法和措

施，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网络故障率。

2.完成了35个专员办广域网专线联网工作。为加强和

改善全国35 个财政监察专员力事处与财政部的网络连接，

从2003 年6月份开始，在摸底调查的基础上，信息网络中

心组织实施了财政部与35 个专员办的专线联网工作，实现

了384K 的宽带通讯，并开通了 IP 电话功能，帮助部分专

员办完善了网络布线系统，方便了专员办与部机关相关业务

部门的联系。

3.内网邮件系统升级改造。为配合财政部办公厅办公

自动化工作的开展，实现全国财政系统的互联、互通，信息

网络中心组织对部机关内网邮件系统进行了改造。新邮件系

统从2003 年7月份正式开通，开设部机关、地方财政厅有

关处室、专员办等注册用户3 000多个，系统运行稳定、使

用简便，达到了预期效果，受到了用户的好评。

4.启动“金财工程”网络安全建设。为了抓好网络安

全工作，信息网络中心于2003 年年初选定四川省财政厅为

地方网络安全建设试点单位，启动地方网络安全系统建设。

5月份组织召开了试点安全方案论证会。8 月份在河北省举

办了全国财政系统“金财工程”安全建设研讨会，介绍了中

央级网络安全建设方案，听取了四川省网络安全试点实施情

况，议定全国财政系统“金财工程”安全建设思路，并对下

一步安全建设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2003 年 12 月，信息网

络中心组织进行了全国财政系统安全产品的招标选型工作，

确定了防火墙、网络入侵检测、主机入侵检测、商密加密机

（VPN 设备）、网络漏洞扫描、防病毒、网络安全隔离与信

息交换7种产品的可选供货商，为下一步“金财工程”安全

建设的实施做好了充分准备。

（四）做好小型机设备的集中招标采购工作。为推进地

方“金财工程”建设，最大限度节约资金，信息网络中心统

一组织了全国财政系统 18 个省市小型机的招标采购工作。

公开招标采购获得圆满成功，大体以 2002 年成交价的一半

购得性能高一倍的设备，有些主要设备的价格只相当其他部

门采购价格的三分之一。

（五）作好全国财政系统技术培训工作。为保证“金财

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提高各级财政部门的技术水平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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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信息网络中心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为目标，认真

组织各类计算机专业技术培训班，取得了较大成效。2003

年共举办了网络技术与安全管理、计算机机房技术与建设、

O R AC LE 9i数据库管理、软件项目管理及系统分析与设计

等7期较在规模培训班，培训内容基本涵盖了当前“金财工

程”建设急需的最新技术。全年累计培训 81 天，共培训全

国36个省（区、市）的专业技术人员 253 人次，培训覆盖

面达到省级财政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的38.5% 。

二、加强财政部机关信息化工作和信息资源建

设

（一）公文处理信息系统应用良好。根据财政部办公厅

的需求，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开发出完全基于 W EB 的公文处

理信息系统，对系统流程、角色权限、功能界面等都进行了

灵活设计。实现了国秘复印件的网上阅览、两会提案的网上

答复、部发文件的网上传输等，较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开发财政法律法规数据库及全文检索系统。积极

配合财政部条法司完成了《财政部财政法律法规数据库及全

文检索系统》的开发任务。该法规库涵盖了我国从 1949～

2003年各种法律、财政法规等8 000余条，1 400多万字，是

已有法规库中最为全面集录现行有效财政法规的数据库系

统。系统设有二次检索、分类检索、用户摘抄、定制打印、

文本转换等功能。该系统的成功开发，对财政部门立法、执

法工作的信息化辅助管理以及向社会宣传财政法规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三）改版部内信息网站管理软件。在确保财政部内信

息网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为把该网变成内容丰富、信息及

时、浏览方便的网站，信息网络中心对部内信息发布管理系

统进行了改版升级。改版后的部内信息网达到了科学合理的

栏目设计、美观大方的网页效果、丰富的信息资源、方便快

捷的查询方式和功能强大的后台管理的专业网站的技术水

平。

（四）研制开发财政信息采编系统。“财政信息采编系

统”连接了全国31个省（区、市）和5 计划单列市以及 73

个地市的财政厅（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通过该系统采

集全国各地有关财政的信息和动态，并为部领导和国务院上

报财政信息简报。原系统由于开发时间较早，技术已经落

后，传输速度慢，运行不稳定，无法进一步拓展业务处理功

能，经过反复分析论证，于 2003 年 9 月启动开发新系统。

2003年底，基于 B/S 架构的、安全稳定快捷的新系统开发

工作已基本完成。

（五）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指标转换系统开

发工作。我国政府已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做出承

诺，每年将我国财政决算数据报给该组织。但 IM F 有关财

政决算的指标体系与我国有很大区别，必须进行大量的拆

分、组合和重新计算。根据财政部综合司对财政决算指标按

照 IM F 格式转换的要求，信息网络中心在较短时间内开发

了一套较为通用、使用直观方便的软件系统，并协助业务人

员把1999年、2000年的决算数据进行了转换，按时报给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三、不断完善和规范对财政部机关技术支持和

应用服务工作

（一）规范和改进对财政部机关的技术服务工作。为加

强和改进部机关计算机的技术服务工作，信息网络中心于

2003年2月对涉及为部机关直接服务的三个处重组为两个

处，并制定了《财政部机关计算机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保障办

法》，建立了统一技术服务窗口，专门设立了值班总调度电

话，统一调度维修服务人员，并制定严格的考核和奖惩措

施。同时，为规范和加强部机关办公用计算机及设备配备与

更换管理，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益，信息网络中心与办公厅、

机关服务中心联合印发了《财政部机关办公用计算机及相关

设备管理方法》，组织制定了《关于计算机设备更换管理办

法》，较好地完成了部机关计算机设备及耗材的购置、维修、

管理等工作。

（二）做好病毒防控工作。为了有效防杀部机关客户端

病毒，确保财政业务工作正常开展，信息网络中心在反复调

研、论证、比较和实验的基础上，建立了内、外网和预算专

网客户端病毒防杀系统，实现了病毒防杀、集中监控、自动

升级和策略定制等功能。截至2003 年底，已有1 040个客户

端纳入了统一监管，大大提高了病毒防杀和监控能力，有效

遏制了客户端病毒泛滥的情况。

（财政部信息网络中心供稿，徐 丰执笔）

财经图书、 报 刊

出版工作

一、财经图书出版工作

2003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图书共1 050种。其

中，新书657种，重印393种，重印率37% 。全年实现销售

收入1.59亿元，产品销售利润2 776万元。

（一）紧紧围绕财政经济工作，做好财经图书出版。

2003 年，出版社紧紧围绕财政工作重点，策划出版了《中

国政府预算改革五年1998～2003 年》、《热点与对策：2002

年度财政研究报告》等一批宣传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好书。翻

译出版了阿尔文·拉布什卡的《单一税》一书。

国家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用书，注册会计师、注册资

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考试用书，以及财政部干部培训教

材，一直是出版社的出版重点，出版社总结经验，再接再

厉，统一调度全社编辑出版力量，保证了这些重点图书及

时、优质、高效地出版发行，满足了广大考生和财政干部的

需求。另外，还策划出版了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辅导

用书，附有光盘，共计12 本；组织总会计师考试辅导材料；

组织编写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用书和考前模拟测试丛书；与

有关省市达成了出版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及会计人员后续教育

用书协议。

2003 年，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主编的《中国政府预算：

制度、管理与案例》一书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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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赢得了荣誉。

（二）选题策划和出版领域进一步拓展。2003 年，出版

社还出版了一些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好书。如根据近两年来

国内外出现的一系列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出版社及时策划

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剖析》，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案

件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剖析，在总结别国经验教训的同

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管理对策，对投资人、公司管理当

局、证券监管部门和会计、审计界的工作有所裨益。

在教材的深度、立体开发上，进一步开拓教育部教材，

进行高职和中职教材的配套开发，包括未中标课程和非主干

课，教师、学生用书，以及电子多媒体出版物。如，配合中

等职业教育会计模拟实训教材制作多媒体课件，配合学历文

凭教材出版了配套习题集和教师参考书。另外，还修订了全

国成人高等教育系列规划教材18本。

通过竞标，出版社取得了中国证券业协会编写的《证券

业从业资格考试统编教材（2003 年）》丛书的出版权，出版

社还签订了两套职业资格考试用书的出版合同，一套是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考试用书（题库），计 12 个专业

58本；另一套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农产品经纪人职

业资格考试用书，计32种。这两套考试用书市场潜力巨大，

有望成为出版社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版权贸易方面，2003 年 11 月 20 日国际寿险管理协

会（LOM A）总裁 Thom as先生一行来出版社参观访问，并

就在出版社出版寿险管理师中文版培训教材达成协议。还与

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从 2004 年开始出版《世界贸易发

展报告》中文版等图书，进一步扩大出版社在国际组织出版

物方面的影响力。

2003年 1 月，《新理财》杂志创刊。经过一年的努力，

杂志的专业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的特点更加突出。发行量

4 000份。

2003年北京财经电子音像出版社，配合财政工作策划

出版了《会计资格考试》、《农村税费改革改策问答》、《商务

礼仪》系列等40余种电子音像产品。还策划了《2003 年中

国财政报告》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供稿，梁 涛执笔）

二、经济科学图书出版工作

2003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建社圆满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

项经济指标，全年共出版图书773 种，其中新书591 种，总

码洋1.859亿元，实洋1.076亿元。

（一）结合社庆 20 周年，外树形象，内树精神。2003

年6月 25 日是经济科学出版社建社20 周年纪念日，因“非

典”疫情的影响，经科社因势利导地策划了“网上社庆”，

并在全国经销商、代理网点开展“经济科学出版社建社 20

周年精品图书联展月”活动，宣传出版社 20 年来取得的可

喜成就，推荐和介绍经科版优秀图书，树立出版社的品牌形

象；同时还积极发动全社职工开展“为经科形象宣传献上一

句主题词”的活动，开展征集经科社20年历史资料的活动。

有关部门对职工踊跃创意的主题词进行评奖、对有价值的史

料进行展览，激发了职工“爱社敬业”的热情，增强了团队

意识和凝聚力，使以“外树形象，内树精神”为主题的企业

文化建设在社庆活动中的得到进一步体现。

（二）围绕“宣传服务财政”的方针，积极做好财经类

图书的出版工作。紧紧围绕财政体制改革、政府采购、清产

核资、税收征管等财政工作重点，推出了一批宣传财政改革

与发展的图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财政法规汇编》、

《清产核资工作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讲座》、

《中国税制概览》等。为配合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注册

会计师考试，以及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的培训工作，经科社

组织了精干的编辑队伍，保证了所有考试用书和培训教材及

时、优质、高效地出版发行。

（三）注重内涵式发展，继续实行精品发展方针。从主

要依靠选题品种规模外延扩大获得经济效益，逐渐向依靠选

题内涵式开发、控制品种数量规模、着力建设部分精品、提

高单品种效益转变。陆续出版的引进版《经济学手册》系列

丛书、《剑桥欧洲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第二

辑）等已被经济学界公认为具有前沿性的精品理论图书。成

思危主编的《中国改革问题应急研究丛书》中的《诊断与治

疗：揭示中国的股票市场》一书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四）继续办好《经济研究参考》、《国有资产管理》和

《政府采购》等期刊。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注

重刊物的针对性、时效性、典型性、实用性，不断充实内

容，为深化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经济科学出版社供稿，樊曙华执笔）

三、《中国财经报》

2003年是中国财经报的学习年、质量年、管理年。报

社认真学习了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坚持立足财政、面向社会、办成经济类大报

的办报方针，在及时报道党和国家财政政策并加以权威解

释、反映读者心声等之外，还围绕党和国家以及财政部的中

心工作，下大力气组织、采访有关社会、历史、文化、教

育、科学等各类稿件，提供国内外与财经工作有关的信息，

丰富了报纸内容，开阔读者视野。中国财经报的转播转载率

在不断上升，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摘报，报

刊文摘，新华月报以及各省市报刊都转播转载中国财经报的

文章，国内外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一）坚定不移贯彻办报方针，为财政工作及改革鼓与

呼。2003 年，中国财经报策划了一批有影响的文章、专刊

和栏目。在农村税费改革一线追踪栏目中，记者用10 天时

间走了 4个省，形成了“久旱”‘寻’甘露”、“第一位目

标”、“砸锅卖铁要搞改革”、“撤庙搬菩萨”和“让公共财政

的阳光普照农村”等五篇反映三农问题的重大的报道。还有

如“让百姓感受财政系列报道”中的“农村小康建设与财政

政策”、“农村合作医疗”、“教育收费”、“社会保障”、“重化

浪潮拍岸中国”、“闯关：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辽宁粮食财

务体制改革”、“让更多人享受公共财政”、“作大蛋糕是财政

工作的永恒主题”、“北京特许经营一石三鸟”、“交通成本账

该如何算”、“我国居民收入现状分析”、“安徽试行乡财县管

乡用”、“真把农民当回事——安徽粮改纵深行”、“义务教

育：资金支出的责任与标准”、“揭密高增长”、“财教联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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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世纪工程——天津中小学布局调整”、等报道。还有像

“喜逢两会品位数字”、“贯彻十六大精神  抓住机遇求发

展”、“关注可持续发展”、“纪念改革开放 25 周年系列报

道”、“改革奋进五年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栏目。这

些报道和栏目较好地体现了社会各个方面与财政的关系，反

映了财政工作及改革的成绩及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和

作用，促进了实际工作。

（二）“财会世界”，“政府采购”两大周刊想方设法为专

业读者群服务。在继续加强实用性和专业性的基础上，财会

世界2003 年增加了百姓理财专版，设有“小本经营”、“方

案推荐”、“基金”、“保险”等栏目，从内容和版式上，更加

贴近读者的实际需要，而“走出配股增发误区”、“注册年审

为国家净增税收14亿”、“扛起诚信建设大旗”、“加强监管

不让安然事件重演”、“融资租凭：不仅是今天花明天的钱”

等文章更是表现出较高水平。政府采购专刊2003 年进一步

走向成熟。“实物采购”、“供应商服务”、“中介和服务”、

“地方采购”、“理论天地”等栏目逐渐成为业内人士必不可

少的信息源。为贯彻《政府采购法》，这个专刊组织了大量

的报道，其中：“什么堵住了招标路”，“堵住黑心棉——政

府采购，敢以智勇缚苍龙”，“为了无数个受灾家庭——国家

赈灾物资列入政府采购项目”、“2004 年采购目标锁定2 000

亿”等文章深入反映了《政府采购法》以及财政部有关政府

采购政策的落实情况，为政府采购工作的规范和上规模作出

了贡献。

（三）专刊内容丰富多彩，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精神食粮。

有启迪思想的“谈天说地”，有人文色彩浓重的“方舟”，有

阐释金融政策的“大金融”，有环顾全球的“世界”和创办

多年的老专刊“思想广场”和“税刊”。这些版面内容丰富

多彩，即围绕中心工作，又从不同的侧面提供有益的精神食

粮。“思想广场”以通俗化语言和深度报道形式体现财政政

策和理论前沿，在社会和财经界读者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像“怎样把蛋糕做大——胡鞍钢、王绍光、齐守印谈壮大财

政实力支持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道路怎么走？，“从劳动

生产率看中国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找准三大穴位：工

业化、城市化、居民化”，“黄宗羲定律与农村税赋”，“分税

制改革十年间系列报道”，“理论禁区是这样被突破的——我

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曲折过程”等，都引起了业

界的关注。“税刊是中国财经报的特色专刊，以报道中央税

收的政策、动态为主。2003 年我国的税收政策处于变革的

敏感期和活跃期，税刊正是较好的反映了这一特色，策划了

不少好的选题，组织了有相当影响的报道，如“出口退税这

十年”，“零距离感受农村税费改革”，“回眸历代中国税赋”，

“农业特产税发生重大变化”等。

另外，2003 年中国财经报网站建立并试运营，主要以

在网上发布中国财经报纸媒体的内容为主，以便于读者查阅

报纸。

（四）同心协力战胜“非典”。2003 年，当“非典”突

袭时，报社配合财政部在“非典”期间做了大量的宣传工

作。在非常时期营造了一个让全社会理解财政和支持财政工

作的氛围和环境，如：“财政政策直击非典”、“各级财政全

力支持抗击非典”、“突发事件中政府应急能力的建设”、“四

项税收政策支持防治非典”、“抗击非典的 40 个日日夜夜

——财政部干部抗击非典纪实”、“一位财政局长的‘抗非’

日记”、“财税减免促经济发展”、“战胜灾难走向文明的阶

梯”和“人类疾病与医学成就”等文章都能使让百姓进一步

感受到财政与他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应该说这也是报社贯

彻办报方针的一个具体体现。

（中国财经报供稿，杨 光执笔）

四、《中国财政》月刊

2003 年，《中国财政》月刊把“创一流刊物，让读者满

意”作为全体编辑人员孜孜追求的目标，按照十六大精神，

紧紧围绕财政工作中心，及时报道读者关心的财经生活中的

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财政改革服务、为财政政策服务、为财政理论服务、

为财政业务服务、为广大财政财会干部服务；牢记“三贴

近”，努力改进文风，力求生动活泼，提高趣味性、知识性

和可读性，使《中国财政》真正成为广大读者工作、学习和

生活中的参谋和助手。

（一）创新宣传报道方式。2003 年，《中国财政》月刊

继续探索深化“专题报道”的宣传。紧跟财政经济形势，每

期捕捉一个难点、热点问题，组织若干篇文章，从不同角度

进行深入报道。主报告站在全局的高度，对主题进行全方位

深入透彻的分析；配套文章围绕大主题，分别从不同侧面印

证和深化主报告的观点，使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与单篇独立

的宣传报道相比，这种宣传报道形式具有规模效应，内容充

实饱满，热点问题更显突出，容易吸引读者关注。如在第

12期上，编辑部策划的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专题，约请财政部农业司褚利明副司长等撰写了一篇题为

《适时调整农业财政政策》的文章，作为主报告。文章站在

全局高度，指出财政支农工作要实现“观念创新、机制创

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四个创新，同时提出了财政农

业政策调整的思路，即要明确财政农业政策调整的基本出发

点；突出财政支农重点仍然是财政农业政策的核心；要求变

创新，制定和实施新的农业财政政策。文章高屋建瓴，很具

指导意义。相关配套文章分别是《山东财政：支农重点瞄准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浙江财政：把“三农”纳入公共财政

支持范围》、《河南财政：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为己任》以及

评论员文章《走创新之路促“三农”发展》，角度各不相同，

但相得益彰，共同起到升华主题的作用。2003 年编辑部一

共抓了12 个难点、热点问题，做了12期专题报道，发表文

章78篇，共31万字。

（二）增强宣传策划力度。为提高刊物质量，使文章好

看、实用，受读者欢迎，2003 年《中国财政》编辑部明显

加大了宣传策划的力度。年初，抓住再就业这一热点问题，

与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合作召开了“财政促进再就业”专题研

讨会，邀请了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科学院、中

国人民大学等部门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部分地方从

事社会保障工作的同志就再就业形势、政府在促进再就业方

面可以做什么以及财政在促进再就业中的作用和政策思路等

问题展开研讨。会后将发言材料整理并发表在第2期《中国

财政》上，并配发评论员文章《认真落实促进下岗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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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业的财政政策》。为宣传报道好2003 年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编辑部提前与财政系统代表取得联系，确定采访题

目。会议期间，记者采访了 14 位财政系统人大代表，请他

们就全面建设小康与财政建设、公共财政、区域经济发展、

社会保障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并发表了14篇访谈文章。

为向全社会展示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5 年辉煌成就，编辑部

约请财政部 12 个司局从各自的业务领域介绍 5 年来财政工

作成就，并发表在第6期《中国财政》上，使读者能从多层

面感受到我国5 年财政改革的辉煌成就。对财政支出进行绩

效评价是近几年来财政部门为提高财政支出效益而推出的一

项新举措，为了及时把这一方法介绍给读者，编辑部与财政

部统计评价司合作做了一期主题为“建立我国财政支出绩效

评价体系的思考”的专题，共发表4篇文章。按照财政部的

部署，我国下一步将把完善包括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农业

税、内外企业所得税在内的税制改革作为工作重点，为推动

此项改革的顺利进行，编辑部约请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的有关人士撰文就下一步税制改革的思路提出了很好的建

议。此外，还就加强金融监管、税式支出、财政支持科技发

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财税政策等问题进行策划，集中深

入地进行宣传报道。

（三）发掘具有“金钥匙”作用的文章。《中国财政》月

刊的绝大多数读者在基层，这些读者对文章的实用性非常看

重，即要求提供实用政策信息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经验，特别

是能解决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具有“金钥匙”作用的实用经

验。2003年，从满足基层读者要求出发，编辑部大量组织

刊发这类文章。首先是做实“地方专栏”。2003 年共宣传了

9 个省财政改革与发展经验，每个省一个专题，多数文章都

是鲜活实用的经验介绍。如福建省沿海发达地区与山区欠发

达地区相互协作的“山海协作”经验、辽宁省社会保障改革

试点的经验、北京市完善市区财政体制的经验等等都很实

在，可操作性强，为其他地方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其次是做

实“理财经纬”栏目，介绍各地讲究“三财之道”抓好财源

建设的经验。如编辑部派出记者采写的《走云岭大地，看结

构调整，话农民增收》，以细腻的笔触，介绍了云南省大胆

走出烟草单一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依靠当地资源优势发展水

果、鲜花和药材产业，促进农民增收的经验，文笔生动、内

容务实，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另外还有诸如湖北的发展文化

产业的经验，辽宁的提升信息化水平的经验、青岛开发区财

源建设的经验等等都称得上“金钥匙”文章。第三是做实

“县乡财政”栏目，为县乡财政干部服务。编辑部从基层读

者需要出发，及时组织文章，介绍了他们关心的农村税费改

革、财政扶贫、农民增收、化解乡村债务、小城镇建设、农

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紧密结合各地实际，写

得具体细致，为推动县乡财政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003

年《中国财政》发表的经验性文章占了 60% 以上，其中有

相当一部分属“金钥匙”文章。

（中国财政杂志社供稿，石化龙执笔）

五、《财务与会计》月刊

2003年，《财务与会计》按照当年的宣传报道要点及发

展要求，加强与读者、作者之间的联系，立足于人文关怀，

始终把为读者服务作为办刊宗旨，以个性化的定位策划、精

心打造的栏目、与时俱进的内容满足读者的所需所求，使刊

物朝着精品期刊的方向进一步迈进。

（一）发挥自己的优势，进行个性化定位的整体策划，

进一步向新、深、活、实的方向迈进。

1.不断改进文风，调整栏目设置，改进内容结构，优

化版面安排，使刊物真正做到雅俗共赏。（1）在对刊物整体

策划上，除继续坚持“政策与思想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

合，业务与人文相结合，热点、难点与一般相结合”的方

针，进一步凸现“新”、“深”、“活”、“实”的特点外，2003

年又不断改进文风，继续打磨“故事会计”、“人文会计”、

“案例会计”新理念。如因“会计管理与改革论坛”涵盖面

窄了一些，调整为“财会审论坛”；因“电算财会”反映不

了财会信息化的实际，调整为“财会信息化”。（2）对“理

财广场”栏目的内容进行了扩充和优化，该栏目的内容由一

般性的经验类文章调整为操作性强的实施类文章。如第8期

的《企业实施改制分流应抓住几个主要环节和问题——中石

化集团所属企业实施改制分流试点》、第 9 期的《年薪+ 期

股：债转股企业激励机制改革的突破口——佳星公司试行经

营者“年薪+ 期股”制度的报告》、第10期《把握现金流动

规律  促使企业持续发展》等均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用

性，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3）为满足广大考生的需求，适

当增加了考试方面的内容。如：第4期用了刊物四分之一的

篇幅刊登了《2003 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科复习

要点及应试技巧》（初、中级）及《2002 年全国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初、中级）试题精选》；第 5期用了刊物三分

之一的篇幅刊登了《2003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初、中级全科自测试题及参考答案》；第 8、10 期用了刊物

三分之一的篇幅刊登了《2003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

试全科自测试题及参考答案》。此外，为了帮助考生掌握学

习方法及在考试中更好地发挥，在第 3、4期特请有经验的

老师和考生撰文，介绍了学习过程当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及

考试经历和体会。（4）对一些热点、焦点问题以“专题报

道”或“本刊专稿”的形式做更深度的分析或评述，以吸引

广大财会人员的关注。全年共发“专题报道”12 篇，其中

有10篇为本刊记者深入现场跟踪采写。发表在第 1 期由本

刊记者撰写的《维护公众利益  重拾信心  迎接挑战——第

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全息扫描与观点聚焦》由于其行文流

畅、内容鲜活、文字平实又不失肯綮，尤其受到读者关注，

在“《财务与会计》2003 年度优秀文章评选“中获读者选票

排名第二。

2.内容更加鲜活，文字更精炼、活泼，更加注重会计

文化的建设。为了给读者提供优质上乘的稿件，使读者的心

灵和感官真正得到愉悦，保证稿件的严谨、周密、可读性和

趣味性，刊物在2003 年着重抓了上稿标准的制订。上稿标

准采取典型引路，由下到上、上下结合的方式，从内容、形

式及字数等方面，分栏目对稿件采用提出具体要求，并明确

了审组稿的要求，为打造精品期刊提供了基础制度保证。加

强栏目建设，对“政策导航”、“专题报道”重点栏目的报道

方式做了改变，对热点、焦点问题，或做专访，或以观点综

述以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让读者在轻松的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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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中通晓财会领域中的新政策、新动向；“理财广场”删繁

就简，注重实际，为读者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财经验和方法；

“交流驿站”栏目不局限于业务上的交流，也是大家交流工

作和学习中感受和体会的园地；精心打造“会计人语”栏

目，耐心倾听读者、作者心声，抒其胸中块垒。

经过努力，刊物内在的丰富底蕴和外在的完美风采日益

融合、凸现，在财会类期刊中树立起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品

牌。
（二）紧跟财会改革与发展步伐，加强重点和热点问题

的宣传。（1）始终坚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宗旨，

围绕学习贯彻十六大会议精神，推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财会审计界的贯彻和实践。为此，“政策导航”栏目第 1

期约请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撰写了《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

  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事业》；第 2 期约请了张佑才撰写了

《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  全面提高总会计师队伍和行业协会

建设水平》；第3期报道了《财长项怀诚关于当前财政财会

宣传的几点意见》；第4期报道了《2003 年会计管理工作的

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等等。这些文章以及重要的会议讲

话，为广大财会工作者指明了方向。（2）引导会计人员认

识、理解、树立、维护诚信，推进诚信建设。2003 年本刊

特举办了“我谈会计诚信”征文和“走进 CCPA 的世界”征

文。“我谈会计诚信”全年共刊发 23篇；“走进 CCPA 的世

界”征文共刊发4篇，所刊文章故事性强，说理透切，在广

大读者当中产生了积极的效应。除此之外，“政策导航”、

“专题报道”、“专访”、“本刊专稿”等栏目也用了相当的篇

幅对会计诚信建设的内容做了报道。（3）策划并宣传报道了

《财务与会计》创刊300 期活动。2003 年第 12 期是《财务

与会计》创刊300 期，为了纪念这一时刻，并听取来自读

者、作者的心声，加强编者与读者、作者之间的交流，更好

地服务于广大读者，编辑部在第12 期开辟了庆贺《财务与

会计》创刊300期“特刊专稿”栏目，该栏目刊登了 22 篇

文章，文章作者中有财政部部长助理，有中国财政杂志社副

总编辑，更多的是来自基层的财会实务工作者，他们抒发了

一种共同的心声——对《财务与会计》的关注与热爱。（4）

加强了法规制度的宣传力度和及时性。一是全年共刊发法规

制度近40 条；二是以“简讯”、“摘登”的形式刊发有关财

税法规的动态信息 40多条；三是对于国家出台的财税方面

重要的法规，以“要点、焦点”的形式在卷首加以反映，以

引起广大财会人员的关注。（5）开辟对新制度、新准则的讲

座专栏。第1、2、3 期举办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讲座；

第6期举办了《审计三项准则》讲座；第9、10、11期举办

了《资产减值与所得税会计》讲座。（6）加强了“预算会计

专栏”的建设。全年共刊出关于预算会计的稿件共8篇，每

一篇文章都是来自于财会实务工作者，实用性、操作性较

强。
（三）继续做好读者和作者工作，夯实刊物持续发展的

基础。

1.加强作者队伍的建设。一是建立作者档案，对重点

作者实行档案管理；二是建立了特约撰稿人制度、优质稿件

优厚稿酬制度、优秀文章评选制度、优秀作者及热心读者档

案管理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加强了作者投稿的针对性及

重点栏目建设；三是利用网络的优势，发展和培养一些年轻

的作者。

2.密切联系读者，强化服务意识。定期召开读者、作

者座谈会，加强了编者与读者、作者之间的沟通与联动；更

加重视读者的来信、来函，读者来信中关于对本刊的感受与

体会、建议和企盼，编辑部都精心整理刊登在“读者·作者·

编者”栏目中，并根据读者要求不断改进工作。

3.组织了“会计人员就业状况”有奖调查。为了更好

地服务于广大财会工作者，深入了解我国会计人员的生存状

态，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开展了

“我国会计人员从业状况有奖调查”活动。此次调查共收到

全国各地反馈回的调查表逾千份，从中选出了优秀读者和热

心读者各200名。通过这次调查，获得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同时更加密切了刊物与广大读者、作者的关系。

（四）围绕强化刊物品牌，满足读者需要，扩大刊物宣

传视角和影响力，大力开展刊物品牌资源开发的探索，初步

形成了书刊良性互动的《财务与会计》品牌系列。如为满足

广大考生的要求，《财务与会计》编辑部在不影响正刊出版

的前提下，组织了较强大的师资阵容，出版了《2004 年度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复习精要及自测题库》，受到了广大

考生的好评。另外还着手对“《财务与会计》新世纪会计文

化系列丛书”第二辑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进行了筹划和准

备。
（中国财政杂志社供稿，刘黎静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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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地方财政工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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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市

2003年，北京市实现生产总值3 611.9亿元。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95.3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 298.5亿元，第

三产业增加值2 218.1亿元。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 986.2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 。海关进出口贸易总值

684.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0.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100 .2。财政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2003 年全市财政

收入完成 59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2% 。上划中央回税

收入为168.9亿元；其中增值税56.5亿元，消费税21.9亿

元，企业所得税56.2亿元，个人所得税34.3亿元。全市财

政支出完成 73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9% 。按现行财政

体制结算，实现了收支平衡。

一、紧急行动，精心组织，做好抗击“非典”

的各项相关工作

2003 年春，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市财政部

门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要

求，迅速做出工作部署，成立防治“非典”工作领导小组，

落实相关责任，紧急制定工作方案，建立资金紧急拨付机

制。本着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设立专用账户，开通

资金拨付绿色通道，保证了防治“非典”资金及时到位。设

立防治“非典”医用物资储备专项资金，用于购置医疗设备

和防护用品。紧急调拨资金，支持有关部门调运生活物资，

迅速平息了因“非典”疫情而出现的市场抢购苗头。针对

“非典”给消费者心理带来的不利影响，市财政紧急拨款，

为商场、餐饮企业、文化场馆购置体温门检设备，解除消费

者的后顾之忧。会同市卫生局等有关部门及时研究，调整预

算，压缩一般性支出，努力筹措防治“非典”资金。为夺取

抗击“非典”的胜利，市和区县两级财政共投入资金 12.8

亿元。

2003 年 4月下旬，“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例激增，居民

恐慌心理加重。为消除“非典”患者和疑似患者害怕承担医

疗费用，顺利实施隔离救治，市财政部门会同卫生、劳动和

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紧急研究对策，及时报请市政府批

准，明确了各类“非典”患者和疑似患者的医疗费用支出渠

道。这项政策的制定，稳定了患者及其家属的情绪，增强了

人民群众抗击“非典”的信心，为战胜“非典”创造了基础

性条件。为加强对防治“非典”资金的管理，北京市建立严

格的防治“非典”资金日报告制度，准确统计政府投入的抗

击“非典”资金，严密监控防治“非典”资金的使用方向。

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 27 个规范性文件，内容涉及

资金筹集、支出标准、申请程序、管理监管等各个方面。这

些文件的制定，保证了资金使用的规范、合理。

为减少“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

及时制定了相关行业税费减免政策，全市减免缓缴各项税、

费、基金14.9 亿元，促进了餐饮、娱乐、游泳、民航、公

交客运等受“非典”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恢复生产，加快

发展。

二、完善财政体制，规范财政管理

（一）完善市与区县财政体制。在保证市政府有足够财

力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控的前提下，本着事权与财权

相统一的原则，制定规范的转移支付办法，向区县倾斜财政

收入增量。同时，按照市委九届五次会议要求，加大对发展

相对落后的郊区、山区和南城的支持力度，促进城区和郊区

协调发展。

1.调动区县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一是降低调节机

制上解比例，按财政体制改革规定的超率累进上解额减半上

解，把财政收入的增量向区县倾斜。区县政府用减少的上解

资金补充偿债资金，规避城市建设投融资举债风险。二是减

少激励机制上解基数。为调动区县做大财政收入“蛋糕”的

积极性，对东城、西城、宣武、朝阳、海淀、石景山等体制

上解区县，采取一次性减少体制上解基数的激励措施。2003

年激励机制上解增量，不带入上解基数。

2.健全转移支付制度，支持区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建立郊区转移支付专款，完善山区转移支付办法，支持郊区

和山区社会事业发展；建立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专款，稳

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建立南城转移支付专款，支持南城发

展；建立文化保护区转移支付专款，支持城区文化保护区建

设。完善风险转移支付办法，对税收占所在区县收入 40%

以上的特大型企业，如石景山区的首钢、房山区的燕山石化

等企业，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区县财政收入达不到增长

10 % 的部分，给予补助。建立跨区县连锁企业税收转移分配

办法，支持企业结构调整，促进企业跨地区、跨行业重组，

保证区县共同收益。

3.规范财税秩序，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为防

止各区县违反规定、超越权限先征后返，相互争取企业注册

地的引税行为，市财政对停止税收先征后返，吸引税源户政

策的区县，减收数额大于上年税收先征后返的部分，增加转

移支付因素；对由于落实跨地区经营政策纳税地变化影响收

入较大的区县，增加转移支付因素；对经核查采取税收先征

后返，吸引其他区县注册企业异地缴税形成的财政收入，采

取区县间的横向划转收入措施，保证区县的公平竞争。

（二）大力精简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轻企业和社会的负

担。为积极创造北京市良好的投资环境，减轻企业负担，根

据市政府要求，市财政部门于2003 年对本市行政事业性收

费进行了继续清理，重点清理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取消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77 项，减轻企业负担 4.75

亿元。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开展中小学教育收费专项检查，

治理教育乱收费。严格控制新的收费项目，凡是增加企业负

担或影响投资环境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

定的，一律不予立项。

（三）不断完善北京市产权交易市场，为国有资产流动

创造环境。一是新增了三个产权交易品种：开展非上市股份

公司股权托管业务，加速国有股权流动；开展金融资产交易

业务，采用公开拍卖方式，为金融机构变现质押、抵押的不

良资产提供服务；设立外资并购窗口，为外资并购国有企业

提供信息、平台和服务。二是不断完善市场交易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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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首家设立“产权交易信贷资金”，与银行合作，为在

市产权交易中心进行产权交易的企业提供50 亿元的融资支

持。2003年，市产权交易中心完成各类产权交易 443 项，

比上年增长54% ；产权交易额达 613.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6%。

（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消行政审批 4 项，下

放审批权限 1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规定了明确的办

事程序和限办时间，并在“首都之窗”上予以公示。本着简

化手续、提高效率的原则，规范市财政局负责办理的 45 项

业务的程序，制定办事流程标准，平均办理时间缩减了 5个

工作日。认真学习《行政许可证法》，全面清理行政许可事

项，做好实施《行政许可法》的各项准备工作。制定《年度

考核否定指标暂行规定》，对违法行政者，在公务员年度考

核中一律定为不称职。

（五）改革财政监督检查方式。创新监督检查思路，将

财政专项资金检查、会计报表稽查、外商投资企业财务检查

等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减少重复检查给企业造成的负担。制

定了《财政监督检查工作管理办法》，实行财政检查预先告

知制度，规范财政监督检查行为。

（六）加强机关内部管理，规范服务行为，提高工作效

率。从办事流程、服务设施等方面，完善了财政对外服务大

厅的功能。设立举报电话，对财政干部服务质量进行了明查

暗访，强化干部的责任意识。广泛征求企事业单位对财政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修订完善了局内工作制度。加强财政网站

建设，将原有的北京财政网与财政外经贸网、政府采购网、

注册会计师网、北京会计网整合起来，及时更新网站内容，

提高财政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在财政网站上设立局长信箱，

听取社会对财政工作的意见。实行干部轮岗和处级领导干部

竞争上岗，搞好干部在职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了财政干部

的整体素质。

三、加大投入，保障重点，支持首都各项事业

全面发展

（一）进一步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支持力

度。筹集资金123 亿元，重点支持了城市铁路、道路联络

线、环境保护、生态水利等重大建设项目。加强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市和区县两级财政投入资金 40 亿元，支持南中轴

路、北京站西街等 9个市级重点整治项目和149个区县项目

顺利实施。安排6亿元，专项用于治理大气污染，改造燃煤

锅炉1 914台。拨付资金 25.5 亿元，支持 52 个污染扰民企

业搬迁。投入9.2 亿元，专项用于污水处理和垃圾无害化处

理，城区污水处理率达到 53%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1% 。拨付资金3.3 亿元，支持解决交通拥堵、危桥改造、

地铁安全隐患等热点、难点问题。2003 年在加大资金投入

的同时，注重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经过对79.27 亿元的财

政投资进行评审，核减3.86亿元，资金节约率为4.9% 。

（二）支持首都经济结构调整。采用政策引导、贷款贴

息等方式，投入资金 10 亿元，调动银行和社会投资 145.5

亿元，支持中芯国际、首钢等近百个重点企业结构调整项

目，促进光机电、电子信息、现代制造业发展。安排 2.9亿

元，重点支持早餐工程、社区连锁超市、便民店建设。筹措

资金2.7 亿元，帮助北化集团解决债转股和资产重组过程中

富裕人员安置问题。投入2 100万元，积极推进中小企业开

拓国际市场。

（三）加大支持郊区发展的力度。2003 年，市财政投向

郊区的教育、文化资金比上年增长了 37.6% 。拨付支农资

金7.3亿元，重点支持设施农业、创汇农业、生态农业和休

闲观光农业。统筹安排退耕还林和山区搬迁资金，加快山区

农民致富的步伐。安排7 000万元，按照市、区县、乡镇

1∶2∶3的资金配套原则，扩大城镇化建设资金规模，大力支

持卫星城和小城镇建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通

过建立风险基金、贷款贴息、农户小额贷款担保贴息等方

式，投入2亿元，支持开展银农合作，共调动银行、企业、

农民和社会投入100.6亿元。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改革

后，农民人均负担27.3元，比改革前减少55.3元，下降幅

度达到67% 。

（四）继续完善首都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安排资金2 318

万元，支持“统一征缴，一单托收”改革，完善社会保险基

金征收管理制度。二是加大再就业工作的投入，市和区县两

级财政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共同筹资6.6亿元，确保了各

项再就业政策的落实。三是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与市农委、市卫生局等部门共同研究，

制定了市、区县、乡镇财政对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人员的补助

标准，全市有163万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初步建立了农民医

疗保障制度。投入1.1 亿元，重点支持农村基层卫生建设及

改水、改厕、除四害等公共卫生工作。四是会同有关部门，

稳步推进农村低保制度建设，全市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人员

达到6.5 万人。五是为维护困难企业离休干部的切身利益，

将其医疗费用比照党政机关实行统一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了

部分困难企业拖欠离休干部医药费的问题。六是参与研究制

定相关办法，确保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

正常进行。七是投入资金986万元，对3.3万名贫困家庭学

生和2 290名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的学生，免收书费、特教

学生住宿费，并对其发放了伙食补助。

四、深化各项财政制度改革

（一）积极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一是组建了国

库支付中心，为改革提供了机构上的保障；开发完成了国库

集中支付系统软件，为改革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公开招标

的方式确定了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交通银行北京分

行、北京市商业银行为市级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授权支付代理

银行；并分别对局内有关处室、试点单位、代理银行进行了

改革内容和软件的培训。二是市科委、市教委、市卫生局等

九家市属单位和海淀、朝阳两个区进行的试点改革进展顺

利。工资统一发放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实行工资统一发放的

市级单位达到 71 家，人数增加到17 663人。三是做好非税

收入纳入国库集中收支管理的准备，2003 年市财政局研究

拟订了《北京市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方案》，拟订并

印发了《北京市市级单位收入收缴管理改革试点办法》，按

照“金财工程”要求，结合北京市情况，开发（二次）并完

成了北京市“非税收入收缴信息管理系统”。

（二）推进部门预算管理改革。严格预算编审，对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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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用经费实行了定额管理。统筹安排预算编制、预算执行

和预算监督工作，加强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

购的衔接。完善专项支出项目库，实行项目文本管理，促进

预算单位将专项经费全部落实到具体项目，年初预算批复率

有所提高，预算约束的功能得到了加强。同时结合行政事业

单位机构改革，对部门预算资质重新进行了审核，严格按照

市编办的批复文件和财政资金供给范围，对纳入市级部门预

算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资质一一进行了复审，并根据实际情

况予以调整。

（三）政府采购取得了新的进展。一是采购规模不断扩

大。2003 年全市政府采购完成 67.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7.3%。政府采购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8% ，比上年

有所提高。二是政府采购范围不断拓宽。试行将服务类和工

程类项目纳入政府采购，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的机动车辆实

行了统一保险和统一维修。在2003 年的科博会政府采购专

场上，首次推出政府采购现场签约，签约金额达 1 亿多元。

三是政府采购进度不断加快，提前一个多月完成了全年预算

任务。四是政府采购更加规范。对货物类政府采购项目试用

了招标文件范本。邀请了社会监督员，对政府采购进行监

督。通过政府采购，全市共节约资金 3.47 亿元，资金节约

率达到5.2 % 。五是对部分“黄标车”进行公开拍卖，开拓

了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金管理的新途径，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北京市财政局供稿，张爱兵、金 波执笔）

天 津 市

2003 年，天津市实现生产总值2 386.9亿元，比上年增

长14.5%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89.7亿元，增长6.1% ；

第二产业增加值1 212.3亿元，增长17.8% ；第三产业增加

值1 084.9亿元，增长11.5% 。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

计完成923.6亿元，增长14.4% ，为 1995 年以来最高水平。

外贸进出口总额 293.7 亿美元，增长 28.7%。利用外资保

持较高增幅，全市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额 35.1 亿美元，增长

74.3%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新口径计算）达到

10 313元，增长 10.5% ；农民人均纯收入4 566元，增长

4.9%。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为财政收支总量的迅

速扩大奠定了坚实基础。2003 年，天津市全年财政收入

451.7 亿元，比上年增长20.2 % 。按预算大类划分，一般预

算收入 41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 。其中，上交中央收

入206.4亿元，增长17.4% ；地方财政收入204.5亿元，增

长24.8% 。基金预算收入40.8 亿元，比上年增长12.9% 。

全年财政支出 350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 94.5% ，比上年增

长16.6%。

一、强化税收征管，努力做到应收尽收

（一）积极制定收入奋斗目标，及时分解收入任务，全

面落实工作责任。2003 年初，市财政局在深入分析形势，

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确定了全年财政收入增长 18% 的

奋斗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市财政局研究制定了强化征管、

保证增收的政策措施，提出了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组织收入

的进度要求，通过加强定期收入分析、督察考核、进度通

报，及时协调解决组织收入中的各种问题，为确保完成全年

收入任务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二）开展工商注册与税务登记、税务登记与实际纳税

等核查工作。从 2003 年二季度开始，全市地税、国税、工

商行政管理和审计部门联合作战，在对全市 14 万户注册登

记企业进行了全面核对的基础上，对无税企业的生产经营情

况和未纳税的原因进行了深入调查分析，对异地注册经营企

业组织力量进行重点稽查，对企事业单位全面推行个人所得

税纳税申报制度和零申报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税务系

统内部统一的征管信息数据库，建立了以工商注册为源头的

信息交换制度和网络体系。按照税收属地征管的要求，制定

下发了《关于企事业单位实行属地注册登记管理的通知》，

有效地防止了漏征漏管和税收流失现象。

（三）积极制定落实各项增收措施。先后出台了监控重

点税源和加强外籍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办法，开展了餐饮行业

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推行定期定额纳税人委托银行划转税款

方式；加强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税源监控，全面掌握企

业经济运行和税源变化情况，加强对关联企业、关联交易以

及企业利润分配等情况的追踪检查，认真研究关注部分重点

税源企业的收入下降情况；加大税收稽查力度，大力清缴企

业欠税，全年查补入库税款8.5亿元，清理欠税3.2亿元。

（四）调整完善财税政策。全面清理各项财税优惠政策，

取消非政策性减免税，对减免税到期的及时恢复征税；适时

调整房地产等企业税收政策，改革土地出让收入征缴办法，

扩大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纳入预算管理范围，努力增加

财政收入。

（五）加快信息化建设进程，不断提高收入征管水平。

加快“金财工程”和“金税工程”建设，按照实现数据集

中、资源共享的目标，开发建设新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提

高了税源监控能力，规范了收入征管，提高了公共服务水

平。完成财税宽带城域网二期工程建设，为提高财税管理水

平提供技术保障。扩大远程电子申报纳税范围，全市地税部

门实行电子报税的企业达到 2.4 万户，报税金额超过51 亿

元。

二、按照特事特办要求，确保防治“非典”和

再就业支出需要

（一）确保防治“非典”支出需要，加快公共卫生和应

急体系建设。2003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天

津市各级财税部门按照特事特办的要求，及时开辟“绿色通

道”，全力保证防治“非典”资金需要。全市防治“非典”

支出 5.2 亿元，用于定点医院改扩建工程，医疗设备和防护

物资购置，发热门诊建设，困难群体“非典”患者医疗救治

费用，以及医务人员特殊补贴。同时全面加强防治“非典”

资金管理，制定了六个防治“非典”专项资金和社会捐赠款

物管理办法，对各项财务收支实行全面审计，保证各项防治

“非典”资金收支合法合规、专款专用。及时制定和落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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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税费减免政策，对餐饮、旅游和客运出租等八个行业实行

定期减免税费，共减免2.6 亿元，帮助企业克服暂时困难，

恢复生产经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公共卫生和应急体

系建设，改建海河医院和第一中心医院，扩建卫生防病中心

和传染病医院，启动肺科医院迁建工程。以财政贴息、国债

拨款、专项补助等方式，加快全市医院卫生资源布局调整，

建设第三中心医院、人民医院、医大总医院、泰达心血管医

院等9个重点项目，提升全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二）加大财税支持力度，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精神，及时

制定了9个方面的财税政策，包括财政补贴、税费减免、贷

款担保等配套政策。拨付再就业资金5.1亿元，加大对再就

业工作的支持力度。设立小额贷款担保基金，支持下岗失业

人员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政府出资购买 2 万个公益性岗

位，优先安置“4050”人员再就业；实施困难企业大龄下岗

职工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政策，为5万名下岗职工提供就

业资助。积极推进劳动保障服务体系建设，为下岗失业人员

提供免费培训和职业介绍，当年新增就业 18 万人，其中安

置下岗失业人员 12 万人，首次实现当年安置下岗失业人员

多于新增下岗失业人员。全面落实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建立

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促进就业联动机制，全市低保人

员由30万人减少到24万人，享受失业保险人员由 12.4 万

人减少到9.5万人。

（三）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妥善解决特殊群体和困难群

体生活保障问题。加大养老保险补助资金投入，完善养老基

金征缴源泉控制机制，确保统筹项目内养老金及时足额发

放，全面解决统筹项目外养老金社会化发放问题，增加企业

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改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降

低部分退休人员大额门诊医疗费补助起付标准，实施困难企

业职工大病统筹医疗保险和大病救助办法。提高离休人员医

疗费补助标准，落实医药费“双月清”制度，完善优抚对象

生活费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积极落实国家收入分配政策，增

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

三、多渠道多层次筹措资金，促进经济加快发展

（一）积极深化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探索经营城市资

源的有效方式。2003 年，天津市财政局一手抓扩大增量资

金，一手抓盘活存量资本，以财政资金为引导，搭建投融资

平台，利用城市土地使用权预期收益等方式，积极争取国债

转贷资金、国际国内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增加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确保重点建设项目资金需要。全面启动海河两

岸综合开发工程，实施新一轮危陋房屋改造和旧楼区综合整

治，开工建设地铁一号线和城市快速路，建成津滨轻轨和津

蓟、唐津高速公路，新建扩建卫国道、张贵庄路等 69 条道

路；综合整治月牙河二期等3 条市区河道，建设 9个污水和

垃圾处理项目，继续实施引滦水源保护工程；新建银河公园

等一批绿地广场和社区公园，提前完成三年路灯建设工程，

有效改善了城市载体功能。

（二）充分发挥财税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资

源优化配置。一是积极支持工业战略东移。全面落实各项财

税政策，充分发挥结构调整资金和财政贴息资金的作用，吸

纳银行贷款 60 亿元，收购置换搬迁企业土地8 400亩，帮助

52户企业实施搬迁东移，支持 103 个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回购信达等4家资产公司所持有的钢管公司股权。二是促进

服务业加快发展。积极制定完善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财税优惠

政策，设立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以贷款贴息、项目补助等

方式吸纳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围绕海河两岸综合开发改

造，重点扶持现代物流、连锁经营、中介服务等75个项目，

积极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三是促进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经

济加快发展。制定实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

由市财政出资提供奖励，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

规模；对新开办的贷款担保机构给予税收优惠，鼓励社会开

办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业务；扩大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规

模，建立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再担保机制，完善贷款

担保体系，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问题；对停产半停产

中小企业实行定期税收减免优惠，支持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吸纳下岗职工重新上岗；对专门从事中小企业人员培训、信

息咨询、技术指导的服务单位，给予定期税收减免优惠。四

是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体系。财政出资扩建产权交易市场，增

强市场辐射能力和服务功能，扩大产权交易经营和服务范

围；承办市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共同组织的国有经济结构调

整与产权市场发展高级研讨会，扩大了天津产权交易市场的

影响，2003年产权交易项目 535宗，交易金额达到 151 亿

元，比上年增长1.4倍。

（三）加大支农资金投入。继续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工程，

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通过财政补贴和小额贷款贴息，帮助 9

万户农民发展家庭养殖业；基本完成农村人畜饮水工程，解

决了106 万人饮水困难问题；全面实施外环线外侧绿化带和

“625”绿色通道工程，造林 10 万亩，植树 500 万株；实施

农村环境整治六大工程，改造农村卫生户厕10.3万座。

四、保证重点事业支出，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一）加大教育投入。2003 年，天津市加快实施中小学

教育布局调整和信息化建设，建成 31 所高中示范校和9 所

模范小学，改造市区 161 所规范化学校，基本建成第二批

104所村办小学，为510所中小学配备2.5万台计算机，提

前两年达到国家中小学信息化普及标准；继续实施高校“十

五”综合投资规划，建设 49个重点学科和38个高职院校实

验实训基地，支持医科大学“211 工程”和天津大学与南开

大学共建项目，建成市教育科研宽带网和北方教育网站，初

步建成全国第一个地区性网络数字图书馆。

（二）加大科技投入。增加科技攻关项目补助资金，加

快信息技术向产业集成；扩大风险投资规模，2003 年参股

组建创业投资机构 8 家，资本总规模达到 12.7 亿元，初步

形成了市场化风险投资体系，促进了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

转化；扩大人才基金规模，建设博士公寓，建立博士后工作

站和海外流动站，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步伐。

（三）增加文体广播事业费支出。建成天津博物馆、泰

达图书馆和体育中心，实施玉皇阁、李叔同故居和静园修复

工程；继续实行艺术表演团体超场次演出补贴政策，大力支

持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发展，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四）增加公检法司经费支出。购置现代化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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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缉毒、反恐、防暴、反邪教等专项经费投入，完善狱政

基础设施和基层司法所建设，增强保障社会治安和处置突发

事件能力。

五、积极推进财税改革，加快财税管理机制创

新

（一）改进和完善市对区县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税收

征管体制。市财政局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对

区县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经市长办公会和市委

常委会审议通过，从 2003 年开始实施市对区县分税制财政

体制改革。新体制改变了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财政收入的办

法，按分税制原则划分财政收入；改变了条块交叉的税收征

管模式，按属地化原则确定税收征管分工；建立了收入平衡

机制和增收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

证了区县财政收支基数和应得财力，初步形成了市与区县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财政运行机制。按照新的税收征管分

工，组建税务登记分局和直属分局，及时办理异地经营企业

纳税迁转工作，共办理迁转企业7 791户，办理税款调库33

亿元。实现了新老体制平稳过渡，财政收入继续保持了快速

增长的良好势头。

（二）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按照国务院全面推进农

村税费改革试点实施意见，市财政局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

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通过对农户逐一的统计分析，全面了

解掌握全市农民税费负担情况，研究制定了改革实施方案。

方案按照“改革、减负、规范、稳定”的原则，取消面向农

民征收的乡统筹等五项税费，调整农业税政策，改革村提留

使用办法，逐步规范农村税费制度。加强各种涉农收费管

理，认真清理和取消向农民乱收费、搭车收费和超标准收

费，通过改革，全市农民减负达到 52% 。同时，通过大力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加大转移支付力

度，确保农民减负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

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

（三）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一是继续推进“收支两

条线”改革。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了全面清理，进一步取

消、合并行政性收费项目 39 项，减少各项收费6 000万元。

将行政性收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将事业性收费全部纳

入财政专户管理，进一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在全面清理行

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深

化“收支两条线”改革的意见，报经市委、市政府同意，自

2004 年起实施。二是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市政府组成部门

全部编制部门预算，区县扩大了部门预算编制范围；改进了

预算编制方法，细化了预算编制内容，加强了对预算执行的

财政监督。三是进一步扩大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将外贸企业

出口发展基金、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等作为国

库集中支付项目，全年国库集中支付资金 13.4 亿元，比上

年增长40.5% 。四是积极推行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卡结算方

式，全市有400家预算单位以及3.5 万名机关干部改按公务

卡进行资金结算。五是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全年政府

采购预算25.8亿元，比上年增长67.5 % ；实际采购金额 22

亿元，节约财政资金3.8亿元。

六、加强财税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一）通过举办处科级干部培训班，听辅导报告，召开

学习交流会等形式，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大文件精神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

（二）认真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切实加强干部管理制度建设。研究制定了 2003 年～

2005 年基层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积极推行后备干部培养、

竞争上岗、交流轮岗、引咎辞职、诫勉制度；进一步加大公

开选拔、竞争上岗工作的力度，组建后备干部人才库，加强

后备干部培养；继续推行处级干部交流轮岗、挂职锻炼工

作。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严格对财税管理

权的监督，实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和执行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情况的年度考核制度，坚持处级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

任审计制度。

（天津市财政局供稿，曹春生执笔）

河 北 省

2003年，河北省实现生产总值达到7 095.4亿元，比上

年增长11.6% ，为1998 年以来最高增幅。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1 064.3亿元，增长5.9% ；第二产业增加值3 675.4

亿元，增长 14.2% ；第三产业增加值2 355.7亿元，增长

1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 515.9亿元，增长22.9% ；

全年进出口总额为89.8亿美元，增长34.7% ；消费品市场

繁荣活跃，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2 177.9亿元，增

长10.7% ；价格水平平稳上扬，居民消费价格水平比上年

上涨2.2% 。

在全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运行质量稳步提高的基础

上，各项财政工作任务圆满完成。2003 年，全省全部财政

收入（不含基金收入）完成 634.9 亿元，为年计划的

107.8% ，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16.6% 。其中，中

央级收入完成 299.1 亿元，为年计划的 108.8% ，增长

18.1%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335.8 亿元，为预算的

106.8% ，增长 15.3% 。全省一般预算支出完成 646.7 亿

元，为调整预算的 91.1% ，增长 12.2 % 。全省预算执行情

况良好，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

一、全面落实财政收入任务

（一）认真落实收入目标责任制。2003 年初，省财政厅

就将收入任务分解落实到有关部门和单位，明确责任，与国

税、地税等部门密切配合，定期沟通情况，及时跟踪收入进

度，研究解决征管中存在的问题，保障各项征管措施的具体

落实。
（二）坚持“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清缴欠税、惩治腐

败”的工作方针，积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格依法

征管，坚决制止越权减税、免税，严厉打击偷税、逃税和骗

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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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努力抓好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

得税等重点税种的征收，加强对重点税源的管理和监控，大

力清缴企业欠税，确保足额、及时入库。

（四）克服农产品价格持续下滑、农业比较收益下降等

困难，全面核实计税土地面积、常年计税产量等主要计税因

素，严格落实农业税减免政策，依法依率计征。

（五）在严格执行收费政策、严控“三乱”的同时，不

断加大稽查力度，查堵收入漏洞，努力做到应收尽收。

二、积极支持全省经济加快发展

（一）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运用体制杠杆

促进经济加快发展。2003 年，河北省财政厅就完善省以下

财政收入体制研究提出新的方案，按照体现激励、重点扶持

的原则，在取消原定集中各市县“四税”增量50% 的同时，

以2002 年为基数，省级分享“四税”对张家口、承德两市

和其他市所属34 个贫困县实行定额分享、超收全返的政策，

对其他市县实行超增长率收入全返的政策，有效调动了各市

县加快经济发展、促进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积极性。

（二）积极支持四项重点经济工作，促进全省经济快速

增长。2003 年，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围绕省委、省政府扩大

项目投资、深化国企改革、加快对外开放和发展民营经济四

项重点经济工作部署，制定措施，筹措资金，不断加大支持

力度。一是努力加大财政建设性投入，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

调整。全省财政基建支出 41.5 亿元，争取国债资金 10 亿

元，支持了农村公路、城乡电网改造、市政工程、大型水库

除险加固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企业挖潜改造支出 10

亿元，支持了骨干企业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高新

技术产业化等；积极促进政府投融资体系建设，省级筹措资

金1.5 亿元以增强政府投融资机构实力。二是大力支持国有

企业改革。省财政筹措专项资金9 000万元，用于分离省属

企业办社会负担；筹措5 560万元资金，用于支持省属农垦

体制改革；争取中央破产补助资金 16.1 亿元，用于开滦马

家沟煤矿、寿王坟铜矿等企业的破产工作。三是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出台了财政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财政政

策和资金支持对民营经济一视同仁，省级增加中小企业担保

中心资本金8 500万元、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1 000万

元，用于支持民营企业贷款融资和创业服务体系建设。四是

积极利用外资支持全省经济发展。2003 年，全省实际利用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1.13 亿美元，为城市供水、

环境治理等22个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

（三）继续改进和加强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全年共拨付

财政支农资金19.1亿元，重点支持了公共性较强的农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体系、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和防风防火指挥体系

建设，积极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农业经济结构调整。

（四）加大资金整合力度，集中财力办大事，努力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围绕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经济发展重

点，积极推进跨类别、跨部门和部门内财政性资金的大范围

整合，将同一方向的预算内外资金、政府基金整合使用，共

取消零星分散项目 185 个、调减项目 34 个，整合资金 3.3

亿元，在解决财政资金投入“散”和“碎”的问题、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上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五）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努力优化经济发展环

境。制定了执收执罚部门收支彻底脱钩的管理办法，割断了

收费罚款与部门经费支出之间的直接联系，为治理乱收费、

乱罚款提供了制度保障。严格控制和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

减轻了社会负担，优化了经济发展环境。

三、不断加大对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2003年，全省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 119.1 亿元、争取

中央资金1.8亿元，重点支持了农村基础教育布局调整、中

小学危房改造“两项工程”和重点大学、重点学科“双重工

程”及省属高校二轮布局结构调整；科学事业费支出 2.7 亿

元，重点支持了科研院所转制、科技成果推广、重点实验室

建设等；文体广播事业支出17 亿元，重点支持了重大文化

项目建设、重要文化遗产保护、优秀民间艺术保护和老少边

穷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卫生支出 34.8 亿元，重点支持了

传染病预防控制和救治体系等公共卫生建设，提高了疾病防

治能力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能力。积极支持农村卫生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省市县财政筹资1 600

多万元与中央补助配套，在迁安、枣强、曲周等县（市）进

行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

四、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点难点问

题

（一）采取有效措施，全力保障抗击“非典”斗争取得

胜利。面对“非典”疫情，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反应迅速，应

对正确，及时制定了有效防治“非典”的财政财务措施；通

过紧急动用预备费，及时制定预算调整预案，调减部分专项

支出预算、压减公用经费等措施，统筹资金用于防治“非

典”；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制定鼓励政策并协同有关部

门组织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全省共筹措、拨付防治“非典”

资金13亿元，保证了防治“非典”工作的有效开展。对受

疫情影响较重的餐饮、旅店、旅游、出租车等行业及城乡集

贸市场及时制定并实施了减免营业税、城建税、19 项政府

性基金和21项行政性收费政策，减轻了“非典”对经济发

展的冲击。同时开展了预防“非典”资金、物资专项监督检

查，审减不符合中央和省补助政策的支出7 200多万元。

（二）努力做好社会保障和就业再就业工作。一是积极

做好“两个确保”和“低保”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多渠道筹

措资金，强化资金管理，改革资金分配办法，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建立了社保对象数据库和社保远程财务系统，实现了

数据实时集中监控。全省财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

助支出5.8亿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88 亿元，使全省

142.7万企业离退休人员、26.5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按时领

取到养老金和基本生活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支出

4.7亿元，保障了全省 75.6 万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二是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工作开展。全省财政促进再就业支

出3.1亿元，研究制定了包括增加资金投入、设立担保基

金、小额担保贷款、社会保障补贴、岗位补贴、再就业服务

补贴和税费减免等在内的一整套政策体系，使 20 万下岗职

工实现了再就业。

（三）努力做好工资发放工作。在预算确保优先安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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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性支出的基础上，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2.1亿元专项用于

市县消化历史陈欠，并进一步完善人事编制工资管理系统，

全面推行工资发放银行化，严格县级工资专户制度，推行县

乡工资统发统管，形成了保工资的“绿色通道”。2003 年全

省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做到了按实际执行标准发放。

同时，各级财政还在筹措资金加大扶贫力度、解决人畜

饮水困难、对受灾群众实施救济和因灾减免、解决离休干部

医疗费拖欠和水库移民生活困难、对家庭困难学生实施帮助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五、积极推进各项财政管理改革

（一）预算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2003 年，河北省财政

厅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规范省级预算管理

的意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分类分口切块预算管理办法》、

《省级机动财力审批管理办法》等措施，预算管理制度体系

进一步完善。2004 年省级预算编制，较为深入地贯彻了公

共财政、零基预算、综合预算、集中财力办大事，合理划分

各级支出责任的原则，形成了比较科学的预算分配决策机

制，在整合财政资金、提高项目预算准确性、细编政府采购

预算、均衡事业单位经费水平、推广预算编审技术支持系统

等五个方面实现了新突破。在不断完善行政单位公用经费支

出标准和预算定额的同时，制定了各类事业单位公用经费支

出标准定额，并应用到2004 年预算编制中。部门预算的范

围扩大到全省所有的市、县、区。

（二）财政集中支付制度在全省全面推开。2003 年，全

省11个市、187 个县（市、区）全部实行了财政集中支付

制度，纳入集中支付的一级预算单位9 512个、二级预算单

位5 307个，月均支付资金25亿元，占预算支出的42% 。省

级确定集中支付项目 260 个、涉及资金 28 亿元。根据财政

部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要求，结合河北实际，从 2003 年第四

季度起，省政府23个组成部门一级预算单位的所有财政性

资金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

（三）政府采购基本实现制度化、规范化运作，采购规

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修订了政府采购预算编制、评审专家管

理和招投标管理等有关制度，管理制度体系日趋完善，采购

范围扩大到财政拨款的基本建设项目。2003 年，全省政府

采购金额37.7 亿元，节约资金4.7亿元。

（四）农村税费改革继续深化，进一步规范和减轻了农

民负担。全省在上年平均减负 39% 的基础上，2003 年又减

轻了2个百分点。农业税征管顺利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资金

管理得到强化，乡村政权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的必要经费基

本得到保证。

（五）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直补农民试点工作

进展顺利。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的意见》等文件，对粮食企业多年存在的“老粮、老人、

老账”问题通过多种措施加以认真解决。在全省选择六个县

市进行了财政直补农民试点，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六、进一步推进财政法制工作，财政监督取得

新成绩

一是出台了《河北省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河北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规定》，两项

工作纳入了规范化管理轨道；配合省人大财经委研究修订了

《河北省预算管理条例》，制定了《执法责任制》、《行政复议

规程》，规范了厅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对相关的行

政许可事项进行了清理，组织了全省财政法规知识竞赛和全

厅公务员法制培训。二是基本理顺了注册会计师管理体制，

加强了会计职业道德和会计人员诚信教育，举办了全省会计

职业道德师资培训班。三是开展了防治“非典”资金专项检

查和全省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查出资产、负债、权益、利润

不实资金7.7 亿元，进一步加强了财政内部监督和对注册会

计师行业的监管。

七、科学确定未来几年全省财政工作总体思路

按照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六届三次、四

次全会精神，围绕落实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河北省财政厅在集中全省财政系统广大干部智慧的

基础上，制定了《河北省2003～2007 年财政工作纲要》，确

定了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了

工作目标任务，提出了进一步加快财政改革发展、解决财政

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对策措施。《纲要》确定近五年全省财政

工作的基本思路是：“讲科学、求规范、重创新；兴财政，

促发展，为人民。”其核心是贯彻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观，将发展作为贯穿财政工作始终的主题，将改革创新作为

实现财政内涵发展、强化财政职能的动力，体现了“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河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财政工作的本质

要求。

八、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政

治工作和队伍建设取得新成效

一是不断加强干部队伍的政治建设，用“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指导理财实践，增强财政工作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和责任意识，进一步提升理财境界。二是努力建设学习型机

关，组织了财政专题讲座和处（局）级领导干部公共管理与

依法行政培训班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三是坚持抓好系统

内思想政治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组织开展了

“树正气、讲团结、求发展”学习教育活动和民主评议行风

活动，全系统行风建设受到省委表彰。四是坚持干部工作的

正确导向，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的长效机制，通过竞争上

岗、民主推荐等程序，使22名同志走上处级或副处级岗位。

五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弘扬求真务实精

神，实现各项工作的创新与突破。

（河北省财政厅供稿，段国旭、刘启生执笔）

山 西 省

2003年，山西省实现生产总值2 445.6亿元，比上年增

长13.2%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13.3 亿元，增长

2.7% ；第二产业增加值1 400.1亿元，增长18.4% ；第三产

业增加值832.2亿元，增长8.6% 。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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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总额1 116.3亿元，比上年增长33.2% 。完成外贸进出口

总额3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3.4%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729.3 亿元，比上年增长13.7% 。全省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 1.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 005.03元，比上年增长10.8%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5 105.38元，比上年增长 8.4%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 299.4元，比上年增长6.1% ；农民人均消费支出1 430.18

元，增长5.6% 。

全省完成财政总收入 379.59 亿元，为年度计划的

114.38% ，同口径增长 29.77% 。其中，一般预算收入

186.05亿元，为年度预算的 113.25% ，超收 21.76 亿元，

同比增长 26.92% ，增收 39.44 亿元；完成上划中央“两

税”收入160.47亿元，其中：国内增值税154.07亿元，国

内消费税6.40亿元；完成企业所得税 14.23 亿元，为年度

预算的 123.71% ，超收 2.7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97 % ，

增收1.63亿元；完成个人所得税8.58亿元，为年度预算的

98.19% ，短收1 600万元，比上年下降 14.05% ，减收 1.4

亿元。完成一般预算支出 415.68 亿元，为年度预算的

90.47% ，增长 24.35% ，增支 81.41 亿元。其中，各项生

产性支出75.17 亿元，比上年增长20.13% ，增支12.34亿

元；各项行政事业费支出 310.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68% ，增支57.02亿元。

2003 年，全省财政收入总计为456.85 亿元（不含国债

转贷资金），全省财政支出总计为427.04亿元，收支相抵滚

存结余为29.81亿元，剔除结转2004年支出 43 亿元，年终

累计赤字13.19亿元。

一、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大力组织财政收入

2003 年，山西省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协调国税、地税等

征收部门坚持财税库联席会议及财政收入监控报告制度，加

大税收征管力度，超额完成了财政收入计划。在财政总收入

中，国税系统完成232.7亿元，地税系统完成108.23亿元，

财政系统完成38.55亿元。

（一）国税系统在夯实收入基础，提高收入质量上做了

大量工作。一是坚持强化基础与管理创新相结合，加强增值

税管理，完成了所有一般纳税人纳入防伪税控系统管理工

作；加强所得税管理，严格执行各项所得税政策，全年企业

所得税累计完成 9.38 亿元；打击涉税违法行为，整顿和规

范税收秩序，查处了7 起伪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

对涉外生产、汇总纳税的电信等企业所得税进行了税收专项

检查，查补税款总额3.59 亿元。二是优化纳税服务。落实

出口退税政策，全年共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 28.1 亿元，有

力地支持了全省出口贸易发展；建立健全纳税服务体系，各

地普遍建立并开通了税务网站，为纳税人提供多种服务指

南；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增值税“一窗一人一机”管理模式，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优化了纳税服务。三是加速推进税

收信息化建设。在全省推行了征管质量“网上考核”办法，

国税固定纳税户已全部纳入了税收征管信息系统（TA IS）

管理，出口退税业务全部纳入了电子化管理。

（二）地税系统采取得力措施，认真做好组织收入工作。

一是加强分税种管理。加强对涉煤税收特别是煤炭企业所得

税的征管，加强对煤炭企业的税源监控和所得税汇算清缴，

取得显著成效；加强对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

管，严格执行代扣代缴制度，使个人所得税大幅度增长；调

整了土地使用税税额幅度、征收范围和定额，促进了该项税

收的增长。二是落实优惠政策，服务地方经济。有1 626户

企业享受到就业和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非典”疫情发生

后，减免营业税等相关税费 1.2 亿元，支持部分行业战胜

“非典”，走出困境；通过国产设备抵免税等优惠政策，减免

抵扣企业所得税8.74亿元，支持了产品优化升级和工业结

构调整。三是规范和整顿税收秩序。引深集贸市场专项整治

活动，加大涉税大案要案的查处力度。四是开展税收宣传月

和“三晋税收行”大型活动，开辟了《税法时空》专栏，制

作播出了税收公益广告。

二、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

（一）争取国债资金 29.66 亿元，安排涉及公路交通、

农网改造、退耕还林、生态保护、社会事业、医疗卫生等多

个领域的国债资金项目 684项，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促

进了山西发展环境的改善。

（二）积极支持煤炭综合开发利用、不锈钢、煤电铝联

产等重大项目建设。太钢50 万吨不锈钢改造已经投产；山

西焦煤集团通过资源整合，全年焦煤产量将突破4 500万吨；

关铝股份20万电解铝扩建项目已竣工投产，年生产能力达

33万吨。围绕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规划的落实，省级财政

统筹调产资金5亿多元，支持了大运高速公路建设、富士康

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拨付挖潜改造资金

5.28亿元，支持了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

（三）从产权管理切入，支持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

展。一是完成山西省晋城无烟煤集团有限公司债转股组建有

限责任公司涉及资产重组、资产评估、股权设置等方面的基

础工作，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做大做

强企业创造了条件。实施国有股权管理职能，对山西省亚宝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丰喜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

权转让有关资料进行了审核上报。二是通过无偿划转方式，

实施企业资产优化配置，增强企业发展实力。重点将山西合

成橡胶有限公司国家股股权上划中国蓝星集团；接受中央三

户军工企业，其中江阳化工厂成为省级企业，将晋安化工厂

和山西东方机械厂资产下划太原市管理；将原平化学工业集

团公司及山西省义兴金矿资产下划忻州市管理；将晋城所属

四县水电资产上划省水利发电技术开发公司。三是参与省属

企业兼并破产工作。及时拨付相关费用 10.3 亿元，支持了

大同煤业集团二个矿和轩岗矿务局以及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

二矿一厂等大型企业实施兼并破产。四是贯彻国家产业政

策，下达关闭“五小”企业资金 970万元，支持全省淘汰落

后生产能力和关闭“五小”工作。五是扶持外贸企业发展，

增强其参与国际市场合作和竞争的能力。下达资金7 250万

元，支持了325户外贸企业扩大出口，鼓励 87 户中小企业

开拓国际市场和102户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此外，通过省级

财政信用担保机构，为59 户劳动及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提

供信用担保3.4亿元。

（四）有效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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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山西省共使用国际贷款 1.06 亿美元，支持了全省重点

项目的建设。万家寨引水工程，累计使用世行贷款3.02 亿

美元，黄河水已顺利入并。国家“五纵七横”公路主干架中

108国道在山西境内的祁临高速公路，累计提款1.58 亿美

元，当年提款4 400万美元，2003 年 9月 28 日已全线通车。

山西省环境改善项目累计使用亚行贷款3 421万美元，当年

提款2 431万美元，工程进展顺利，正在逐步改善太原、大

同、阳泉三市的大气环境质量；省会太原市空气质量二级以

上天数达到181 天，比上年增加28天；晋城、离石、朔州、

忻州、长治、大同等市二级以上天数增幅均在 50 天以上。

另外，黄土高原流域治理、林业发展及扶贫类项目当年提取

贷款1 582万美元，改善了项目区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促进

了农业产业化和商品化的发展，促进了农民脱贫。教育、卫

生等社会发展项目当年提取贷款431 万美元，改善了项目区

基本教学条件和卫生服务条件。

此外，为最大限度地减少“非典”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

响，及时对民航、旅游、餐饮等受“非典”影响严重的行业

减免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税收 1.01 亿

元；减免政府性基金15项，行政事业性收费30项，约减轻

社会负担4亿元。

三、支持农业重点工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2003年，山西省财政厅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围绕

全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拨付粮食风险基金和财政支农资金

37.98亿元，支持了农业重点工程建设，促进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

（一）支持人畜饮水解困工程。根据省委省政府确定的

人畜饮水解困工程建设规划，2003 年启动新一轮农村饮水

解困工程，三年内再解决 260 万人饮水困难和改水问题。为

确保这项重点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山西省财政厅积极筹措

资金，共安排下达了水利资金1 50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

3 000万元，支持兴建各类饮水工程612 处，解决 702 个自

然村、20.8万人、2.11万头大牲畜的饮水问题。

（二）支持退耕还林（草）和天然林保护工程。2003

年，山西省共完成退耕还林 455万亩，为国家下达年度任务

510万亩的90 % 。为确保当年退耕还林工程的顺利实施，省

财政厅下达了退耕还林工程管理费 670万元，为退耕还林工

作的检查验收提供了保障。一次性下达中央退耕还林现金补

助9 400万元，加快了退耕户的现金兑现工作，调动了农民

退耕还林的积极性。下达天然林保护专项资金7 720万元，

较好地保证了森林管护、政策性、社会性等支出，为确保全

省天然林工程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三）支持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建设。安排建设资金

7 500万元，重点用于畜禽良种工程、养殖示范区、畜产品

安全体系建设以及草林植被、水利配套工程、机械化饲草生

产加工等。

（四）支持水利工程建设。针对山西省水利设施基础薄

弱，工程年久失修问题较多的实际情况，省财政厅利用省级

地方水利建设资金对全省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国营大

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等项目进行支持。2003 年省财政安排

临汾马房沟重点提水工程3 800万元，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2 368万元，国营大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650 万元，以

发挥水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

（五）支持扶贫移民搬迁工程。为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

的从2003 年起，每年安排搬迁 5 万人，用 5 年时间，力争

到2007 年基本撤消100 人以下的山庄窝铺的部署，省财政

厅安排移民搬迁资金1.5亿元，下达扶贫移民项目县建房补

助1.25亿元，涉及30 个县、718 个村、13 765户、50 000

人，保证了贫困人口移民工程的及早动工和搬迁。

四、确保重点支出需要，促进各项事业发展

（一）确保工资发放，保障政权运行。2003 年，全省11

个市地119个县（市、区）全面实施了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统

一发放，涉及13 605个行政事业单位的 92 万人，累计发放

工资 103.13 亿元。省财政厅向市地县下达一般转移支付和

工资转移支付 48.37 亿元，全年向市地县调度工资性资金

43.98亿元，并于12 月 9 日发出落实干部职工个人收入各

项支出的明传电报。在各级财政部门的努力下，全省119个

县区全部兑现了财政供养人员当年基本工资和从 2002 年 7

月开始执行的调资及年终一个月工资额的奖金。保证了执行

取暖费货币化发放及增发生活补贴政策的地区和单位如期兑

现奖金。

为了确保政权机关正常运转，各级财政部门拨付各项行

政事业费支出 303.95 亿元，同比增长19.68% 。其中，省

财政厅安排政法机关专项经费9 700万元，支持各级政法机

关装备建设、监所维修和严打办案等，为社会稳定提供了财

力保障。

（二）全力筹集资金，搞好社会保障。一是各级财政部

门继续把“两个确保”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促进企

业改革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来抓，2003 年共拨付“两个确

保”、城市“低保”、再就业补助等社会保障资金 46.91 亿

元，保证了8.5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87 万企业离退休人

员按时领到基本生活费和养老金，使 84.2 万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对象基本做到应保尽保。2003 年 9 月 1 日，再次

调整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原标准基础上每人每

月提高15元。二是为落实再就业政策，配合省劳动和社会

保障厅等部门出台了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有关税费优

惠政策和军转干部自主择业有关税收政策，制定了《下岗失

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启动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

担保贷款工作，颁发了《山西省再就业优惠证》。10 月份，

联合省委宣传部、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

《聚焦再就业》大型图片展览，参展人数达30 多万人次，引

起了各界的共同关注。三是为了促进全省农村卫生条件的改

善，2003年，山西省确定阳曲、怀仁等15个市县作为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省财政厅安排专项资金1 000万元，

支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为提高农村卫生机构办公条件

和医疗服务水平，省财政厅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经

费投入，拨出 400 万元用于乡镇卫生院建设，投入 550 万

元，用于“农民健康”工程，支持了农村卫生工作的开展。

（三）支持科教发展，促进社会进步。2003 年，山西省

各级财政部门继续配合“科教兴晋”战略的落实，深化教

育、科技和文化事业体制改革，加大教科文事业投入，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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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拨付教育事业费 67.03 亿元，科技支出 4.52 亿元，文体

广播事业费 2.5亿元，使教育、科技等法定支出均高于财力

的增长。首先，一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拨付资金 7.62 亿

元，用于“国家贫困地区二期义务教育”和“山西省中小学

危房改造”工程，全省“两项工程”确定的1 552所项目学

校，已开工1 538所，竣工1 386所。为了有效解决山西省义

务教育阶段因家庭贫困而导致学生辍学的问题，保证贫困地

区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省人民政府建立了

义务教育保学金制度。截至 2003 年底，全省共筹集义务教

育保学金1 114.2万元，安排助学贷款及免费为部分贫困地

区家庭困难学生提供教科书等，使73 226名困难学生得到了

帮助。为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管理和队伍建设，配合省编

办、省教育厅提出了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及实施意见，

2003 年6月由省政府办公厅转发，实施了新的中小学教职

工编制标准。为保证高校体制调整，促进中央与地方共建高

校的发展，2002 年财政部设立了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专项

资金，用于解决共建高校发展中的困难。2001 年～2002 年，

财政部共批复山西省共建项目 24 个，下达共建专项资金

4 600万元，截至2003 年底，共完成总投资4 805万元，有

12 个项目已完工，有10个项目正在实施。二是为支持科技

创新和应用基础学科研究，推进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转制和

科研开发中试基地建设，拨付科技发展资金 4.6亿元，促进

了科技服务体系的完善和科研成果的转化。三是为推动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拨付文体广播事业费 2.5亿元，支持

了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文化公益事业发展和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试点。改革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分配机制，调动了广大

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促进了文化创新和先进文化的发展。

配合省文化厅制定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实施方案，并按

方案的要求，为省文化厅配备了必要的设备，组织有关专家

对40个基层站点进行了考察。

（四）2003 年，山西省出现了非典型肺炎疫情，为确保

防治工作，省财政厅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了《妥善解决非典型肺炎患者医疗费用有关问题的紧急通

知》和《非典型肺炎防治经费补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政策规定，为防治“非典”资金的筹措、使用、管理提供了

制度保证；制定了《防治非典型肺炎拨款紧急预案》，建立

了防治“非典”财政应急机制，保证了防治“非典”资金及

时拨付；设立了防治“非典”专项基金，增强了政府应对突

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通过争取中央支持，调整财政支

出结构和动员社会捐赠等渠道筹集资金 5.52 亿元，保证了

农民（含农民工）和城镇困难群众中“非典”患者及疑似病

人免费治疗，定点医院、发热门诊、隔离观察室应急改造和

急救设备购置以及一线医护人员和防疫工作者特殊临时性工

作补助的发放，为防治“非典”提供了财力保证。同时，省

财政厅安排防治“非典”科研项目经费 200万元，重点用于

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及防治等研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官

员的高度评价。

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创新财政运行机制

（一）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开。2003 年山西省全面推行

农村税费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全省自上而下成立了领

导组织机构，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及相关配套措施，及时下达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保证了改革的稳步推进。改革

后全省农民总体税费负担为 8.31 亿元，比改革前减少

12.16亿元，减负率达59.4% ；若加上取消的屠宰税和农村

的各项集资，农民总的税费负担减少16.49亿元，减负率达

66.5% ；农民人均负担由改革前的 90 元下降到了35.9 元，

特别是省市两级财政在中央安排山西省9.5亿元转移支付资

金的基础上，又配套2亿元，为确保减轻农民负担，确保乡

村基层政权组织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提供

了财力保障。

（二）部门预算进一步完善。省财政厅将2004年省级公

用经费定额进行了适当调整，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对事业单

位财政资金分类供给，实行综合财政预算。对预算级次、预

算科目和缴库办法等作了规定，并将有关部门 2003 年纳入

预算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1.1 亿元从预算外调入预算内管理，

将预算外资金调控比例由 10% 提高到 11%。初步建立了专

项支出项目库，进一步细化了部门预算。

（三）政府采购规模不断扩大。2003 年，山西省的政府

采购工作针对采购工作以货物为主，招标法定周期较长，采

购效率不高等问题，在技术层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管

采分离的意见，制定了招标代理、分散采购等制度。在充分

考虑采购规模效益的基础上，缩短了政府采购前期审核时

间，增加了政府采购频率，促进了政府采购规范化、规模化

和效益化运作。2003 年，全省开展政府采购活动6 983次，

合同采购金额完成18亿元。

（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顺利启动。山西省财政部

门于2003 年11月1 日正式启动了国库集中支付试点。省级

9个试点部门 139个基层单位预算资金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

系运行，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批复预算用款计划 5.33 亿

元，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支付资金 4.42 亿元。规范了资

金拨付程序，提高了资金拨付效率，杜绝了截留、挤占、挪

用财政资金的现象。太原、晋城两市相继启动了改革试点工

作，运城市实现了由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付的转轨。

2003 年，全省通过国库集中支付资金达14.4亿元，比上年

翻了一番。

六、加强财政制度建设，有效实施财政管理

（一）加强财政制度建设。编制了《山西省 2004～2006

年财政发展三年滚动计划》，获得财政部的好评。制定了

《山西省企业技术改造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改变了企业无偿

使用财政资金的现状。贯彻财政部《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

金管理办法》，将归口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管理的科技

三项费用从原“科技三项费用”中分离出来，更名为“产业

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产业发展中重大、共

性、关键性技术研究开发，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为了加强农

业资金管理，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农业财政资金管理监督

有关规定的通知》。为了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

制定了《山西省专利申请资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为

了鼓励发明创造，加快新生产业的形成和传统产业的优化升

级，制定了《山西省专利推广实施资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与省国土资源厅联合颁发了《山西省矿产资源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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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对矿产资源补偿费项目管理和资金

拨付方式，由拨付省国土资源厅改为按申请项目单位的预算

级次直接拨付。制定了《山西省村镇规划事业费管理暂行办

法》，对村镇规划费使用和管理的原则、范围、申报程序等

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建立了追踪问效制度。

（二）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全省广泛推行了财政投资评

审、项目档案、支出报账制、追踪问效制等财政资金管理制

度，促进了财政资金的合规支出和高效使用。全年共完成财

政投资评审项目 103 个，送审额 51 亿元，净核减 3.13 亿

元，节约财政资金2.3亿元。按照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

统一部署和要求，将经贸、计划、人事等 30 个部门的 154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纳入预算，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

理。清理整顿了现行收费项目，逐步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

收费项目，将部分不体现政府行为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

营服务性收费并依法征税。继续推行和完善收费、罚没收入

实行“单位开票、银行代理、财政统管”的“票款分离”和

“罚缴分离”征管体制，彻底取消了现行各执收执罚单位开

设的各类预算外资金收入过渡性账户。同时，严格进行票据

年审。省财政厅与省物价局从 2003 年 4 月 1 日起，对所有

领取和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票据和物价部门统一颁发《收

费许可证》的单位，进行票据和《收费许可证》的年审，有

效制止了乱收费。为加强住房资金管理，推进住房分配货币

化，山西省财政厅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公积金管理机构的体制

改革，及时发放了25 个单位的 622 个无房户或住房不达标

户的住房补贴，共涉及金额746万元。为规范彩票发行与销

售及公益金管理，制定了《山西省彩票公益金管理暂行办

法》，进一步规范了彩票管理。2003 年，全省累计发行彩票

3.48亿元，累计筹集彩票公益金1.22亿元。

（三）推进财政职能转变，提高服务水平。实行财政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省财政取消了 12 项行政审批事项，对保

留的 8项行政审批简化了程序，减少了环节，实行了“一个

窗口对外”。清理整顿并公布了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性基

金项目目录，实行了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贯彻一般性支出零

增长，规范财政资金供给范围，清理超编超标公务用车，加

强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和会议审批管理，压缩会议费、出国

考察和各种无实际效果的研讨会。2003 年，山西纳入会计

集中核算的省直单位会议费、差旅费分别比上年降低10.21

和17.58个百分点。

七、强化财政基础工作，组织专项监督检查

（一）会计管理取得新进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以

“会计呼唤诚信”为主题的大宣传、大评比活动。全省参加

活动人数达到21.4万人，其中会计人员为15.9 万人，占全

省会计人员的 85% 。省财政厅对 2001～2002 年度忠于职

守，坚持原则，做出显著成绩的 303 名会计人员进行了表

彰。授予其中50 名同志“山西省会计标兵”荣誉称号，授

予其中 253 名同志“山西省先进会计人员”荣誉称号，同

时，报请省劳动竞赛委员会给予其中的100 名会计人员记功

表彰，联合团省委授予其中 50 名优秀青年会计人员“山西

省新长征突击手”荣誉称号，激发了全省会计人员诚实执业

的工作热情。为了贯彻《注册会计师法》，2003 年，山西省

财政厅成立了“山西省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管理职能划转协

调小组”，下发了《关于终止委托山西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行

使的行政管理职能的通知》，出台了《山西省注册会计师行

业行政管理职能移交工作实施方案》，划转了注册会计师行

业行政职能，明确了行政管理职能和行业自律职能，理顺了

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理体制。按照财政部《会计从业资格管

理办法》，2003年全省换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7 304个。为了

在全社会营造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会计职业道德意识，2003

年5月 22 日，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财政厅《关于加强会

计管理工作，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可靠意见》。

（二）财政调研取得新成绩。2003 年，山西省财政厅结

合中心工作，开展了一批课题研究。其中《山西建设公共财

政若干问题研究》从理财思想、发展思路、收入机制、支出

结构、预算管理、国库收付、社会保障、基层财政、监督体

系、依法理财十个方面研究了思路和对策。完成了一批专题

调研报告，《当前财政工作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从本源

看会计》、《五河县公共财政支出改革调查》、《大力推进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做大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蛋糕》、《促

进农民收入增长的财政支农新机制研究》、《我省政府非税收

入现状、问题及加强管理的建议》、《非典对我省财政经济的

影响及政策建议》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好评。

（三）财政监督得到新强化。2003 年，山西省财政厅组

织了多次专项检查。一是在全省范围内对59 户企业单位的

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检查，共查出企业单位资产不实 4.27

亿元，依法对36户有违反财经法规问题的企业单位实施了

经济处罚，共处罚金 840万元，已收缴入库633 万元，补缴

税金2 000余万元，已全部收缴入库。二是对2001～2002 年

度省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资金管理使用

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共涉及财政支农项目175个，财政预

算资金7 403万元，查出各类违纪金额1 611.20万元，对查

出的问题依法作了严肃处理。三是对防治“非典”资金和医

疗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查，核查资金总量达 4.91 亿元，

查出各类违纪违规资金2 316万元。

（山西省财政厅供稿，李 浩、姜 奕执笔）

内 蒙古自 治区

2003年，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全年实现生产总值2 092.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16.3%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21.86 亿元，增长

5% ；第二产业增加值 947.89 亿元，增长 26.9% ；第三产

业增加值723.11亿元，增长1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

势强劲，总额达到1 207.94亿元，比上年增长68.9% 。全年

进出口总额为28.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 。市场商品销

售趋旺，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26.76 亿元，比上年增

长12.6% 。市场物价有所回升，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比上年上涨2.2% 。劳动就业保持基本稳定，年末城镇登记

失业率为4.5% 。居民生活继续改善，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7 012.94元，增长 14.2%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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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67.66元，增长6% 。

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相适应，内蒙古的财政收支

也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收入增长快于支出。2003 年，全

区财政总收入完成 257.6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4.5% ，比上

年增长28.1% ，增长达到近几年的最高点。其中地方财政

收入完成 162.3 亿元，增长 24.9% ；上划中央税收收入

95.3亿元，增长33.9% 。全年全区财政总支出 469.1亿元，

比上年增长13.9% 。全区较好地完成各项收支任务，实现

了当年财政收支平衡。

一、依法加强征管，努力实现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一）深入进行税收征管改革，确保国税收入较快增

长。一是全面推行了增值税申报“一窗式”管理模式，覆盖

率达100% 。二是构建了信息化支持下的个体专业化管理模

式，推行了个体纳税评估管理信息系统，加强了全区个体税

收“双定”（定税收、定时间）征收管理。全区14 个盟市局

（包括满洲里市和二连浩特市）全部实现了数据集中。三是

深入开展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工作，促进了税收秩序的好

转。全区对2 310户纳税户进行税收专项检查，查补税款及

罚款7 251万元。四是深入推进税收执法责任制，增强税收

执法人员的执法意识和管理意识，税收执法行为趋向规范，

依法办税的内部环境得到改善。2003 年，全区国税系统组

织税收107.57亿元，增长26.4% 。其中国内增值税、消费

税收入100.14 亿元，增长 29.5% 。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二）不断完善税收征管机制，确保地税收入稳定增长。

一是全区对餐饮娱乐等行业实行了有奖发票管理，广泛开展

户籍式管理，新增管户2.6万户，共增加收入1.6亿元。二

是加强地方税收政策研究，进行了拓宽税基的探索。制定了

圈占地土地使用税、涉外企业恢复征收地方税等措施，增加

税收1.65 亿元。三是加强稽查部门与盟市征管局及社会相

关部门的沟通与协作，试行了新的稽查选案办法。推行了异

地稽查、延伸检查等。全年查补税款2.6亿元，比上年增长

15% 。四是组织开展了对重点税种、重点行业等的专项检

查。全区地税系统共清理漏征漏管户9 692户，清缴欠税

2.06亿元。2003年全区完成地方税收收入98.88 亿元，比

上年增长22.01% ，增幅列西部 12 个省区第一位。同时坚

持税费并重，规范了社保缴费登记和延期缴纳审批办法，强

化社保费征缴工作，全区社会保险费累计入库54.59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9.47% 。其中养老保险费 42.21 亿元，增长

16.98%。

二、强化公共财政职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发展

（一）确保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和发展。一是加大卫生

事业支持力度，做好防治非典型性肺炎工作。全区各级财政

在疫情发生后迅速作出反应，积极筹措5.8亿元，确保了全

区抗击“非典”资金需要。并及时对农牧民和城镇困难群众

中的“非典”患者实行免费治疗，对重点医疗，发热门诊进

行应急改造，购置应急设备和药品，向一线医务和防疫人员

发放临时补贴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取

得了抗击“非典”斗争的重大胜利。为克服“非典”对全区

经济的负面影响，减免部分行业税收2.9亿元。在抗击“非

典”斗争中，财政是受到自治区党委表彰的工作到位的八个

部门之一。二是按自治区政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实施细则》要求，全区各级财政加大投入，及时足额落实经

费4.8亿元，享受“低保”的人数由上年的 64 万人增加到

2003 年的 70 万人。在扩大“低保”范围的同时，提高了

“低标”标准，实现了低保对象应保尽保的目标。三是加大

对就业和再就业支持力度，全区各级财政部门从维护社会稳

定大局出发，投入再就业补助经费 3.1亿元，筹集小额担保

贴息资金6 500万元，配合有关部门落实优惠政策、改善就

业服务，安置就业和再就业人员 22万。

（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城乡人民收入

水平。一是2003 年全区各级政府在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方面

出台政策较多，也是投入力度最大的一年。全区各类事业费

支出87.9亿元，增长17.3%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

员离退休费增长21.3%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

35.1 亿元，增长21% 。呼和浩特市等盟市在增加在职行政

事业单位人员生活补助的同时，对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

和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补贴也给予了适当调增，提升了这一

群体的收入水平。二是全区行政管理及公检法司支出 68.6

亿元，比上年增长21.3% 。保障了全国统一部署的“严打

整治”，“国内安全保卫及反恐斗争”，“网上追逃”等专项斗

争的资金需要，有力地促进了全区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

健康发展。三是全区各级财政筹集1.6亿元用于改善自治区

边境地区中小学办学条件，实施学校危房改造工程和调整学

校布局；进行“二期义务教育工程”以及农村牧区扶困助学

补助，农村牧区20万困难学生得到资助；增加民族地区教

育经费补助，为全区42.2万名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免费教材；

自治区财政还安排专项资金实施农村牧区中小学现代远程教

育工程，将现代技术应用于教学研究，促进了城乡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切实提高了农村牧区中小学质量，有力地扶持了

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极大发展。同时加大教育扶贫投入，自

治区高校中有4 062名学生享受到国家助学贷款。

（三）积极做好扶贫救灾工作，2003 年自治区的部分地

区发生严重干旱、洪涝、地震等多种自然灾害。各级财政投

入抗灾救灾资金7.33 亿元，比上年增加一倍以上。同时全

区认真落实农牧业税灾歉减免政策，主动争取中央农牧业税

减免和财政补助资金1.6亿元，重点扶持了呼伦贝尔、鄂尔

多斯等 6个重灾区盟市。有效地减轻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

失，缓解了灾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困难。

三、推进财政改革和制度创新，实现科学理财

（一）继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一是进一步细化部

门预算编制，提高预算的准确性，全面推行和编制了 2004

年行政事业单位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并允许部

门、单位在财政部门下达的预算控制数内，在优先保证人员

经费的前提下，自主编制基本支出预算，落实到目级科目。

专项支出中本级使用部分编制到目级科目。二是加大预算外

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力度，摸清预算外收入的底数，在确

保其足额上缴财政专户的基础上，开展综合财政预算试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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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增强了部门预算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三是继续

支持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购预算，强化对预算资金的核

算。精编细编政府采购预算，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和范围，提

高了政府采购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四是进一步强化全区乡镇

苏木财政管理，继续执行乡镇苏木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零户

统管”和乡村财务公开制度。在乡镇苏木教师和离退休人员

工资上划旗县管理和全面推开农村牧区税费改革后，乡镇苏

木财政收支规模明显偏小，自治区兴安盟相应取消了乡镇总

预算会计业务，乡镇对旗县实行报账制，调整完善了县乡财

政体制。

（二）积极推进财政国库制度改革。一是根据《内蒙古

自治区财政制度试点方案》组织召开了三次全区国库管理制

度改革会议，部署推动全区国库管理制度改革。2003 年自

治区本级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单位已扩大到 28 个部门、

219个预算单位。12 个盟市中已有呼和浩特、包头、通辽、

呼伦贝尔等7 个盟市成立了国库集中收付执行机构。全区集

中支付资金近27亿元，涉及到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及经

费，政府采购资金和部分专项资金集中支付业务。其他盟市

也正在积极开展调研等改革前期的准备工作。二是根据《内

蒙古自治区关于直属行政单位进一步推行财政统一发放工资

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扩大统发工资范围，2003 年 10 月首

次将自治区垂直管理的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全部实现财

政统发工资。并实现了财政统发工资软件与国库总预算会计

账务处理软件的对接。三是积极开展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

改革试点工作，2003 年共有公安厅、农业厅、教育厅等 15

个区直部门 100多个执收执罚单位纳入试点范围。自治区本

级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达到 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3.5% 。非税收入收缴改革取得显著成绩，也有力地推动了

“收支两条线”改革的深入进行。四是乡镇苏木对旗县实行

报账制。由于农村牧区实行税费改革和“十五”期间暂缓征

收牧业税等减免涉农税收政策后，部分乡镇苏木财政收入大

幅度减少。自治区的乌兰察布盟在县乡财政体制的调整和完

善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取消了绝大部分乡镇苏木国库，实行

了乡镇苏木对旗县报账制，改革了现行国库制度，取得一定

成效。

（三）稳步开展政府采购工作。一是按照《政府采购

法》，理顺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形成了政府采购领导机构、

监管机构、执行机构三个层次管理体制。二是在2002 年试

编政府采购预算的基础上，2003 年全区各盟市正式编制了

本级政府采购预算，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府采购预算制度，

政府采购工作逐步完善。三是政府采购行为日益规范，制度

建设更加健全，采购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2003 年全区政

府采购总额达到22亿元，比上年增加9亿元。

（四）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一是按照自治区政

府《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取消了粮

食收购保护价和粮食准运制度，全年累计拨付各项粮食补贴

资金11亿元，其中粮食风险基金 7.2 亿元，较好地完成了

粮改任务。二是在自治区东部粮食生产区的通辽、赤峰、兴

安盟及呼伦贝尔等几个盟市开展了对种玉米的农民直接给予

保护性生产补贴试点工作，发放补贴资金3.6亿元。探索和

建立了有利于粮食市场流通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保

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粮食补贴新机制。

（五）继续完善农村牧区税费改革。一是按照自治区政

府《关于调整农村牧区税费改革有关政策的通知》，暂停了

对不承包土地（草牧场）并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农村牧区居民

收取一定数额资金，用于嘎查村内集体公益事业的政策。把

计税土地生产的保护地棚菜以及多年的农业特产品由农业特

产税改征农业税。对零星分散地块上生产的农业特产品，不

征农业特产税也不征农业税。在连续两年大幅度减轻农牧民

负担的基础上，2003 年减免涉农税收 2.6 亿元。同时，通

过落实农牧户土地面积等一系列措施，切实减轻农牧民负

担，全区农牧民税费改革后平均减负 47% 。二是积极推进

税费配套改革。全区乡镇苏木机构改革后，撤并苏木乡镇

337 个，减少21.64% ，撤并嘎查村1 850个，精减村组干部

2.3万人。乡镇内设机构平均由 6 个减少到 3 个，精减

50% ，减少乡镇苏木财政供养人员 2.5 万，每年节支 2 亿

元。2003 年全区撤并农村牧区中小学校 835 所，教学点

1 730个，精简教师3 407人，清退临时代课教师等 2.8 万

人。全区农村牧区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14.58亿元，对确

保乡村两级组织的运转，农村牧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和防止加

重农牧民负担，提供了强劲的财力支撑。

四、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积极支持经济建

设持续健康发展

（一）支持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经济发展。一是支持农业

综合开发。2003 年，全区共安排农业综合开发资金7.48 亿

元，其中财政资金 5.01 亿元。改造中低产田 41.45 万亩，

草原建设92.47 万亩，农业节水示范项目 3.85 万亩，优质

粮食基地19.2万亩，优质饲料基地41.6万亩，多种经营项

目 51 个。通过农业开发新增种植业产值3.91 亿元，新增利

税1.3亿元，农牧民纯收入总额增加 1.96 亿元。二是促成

德国政府无偿援助雪灾恢复重建项目。2003 年，自治区争

取到中德财政合作内蒙古雪灾恢复重建项目资金409万欧元

（折合人民币3 800万元），完成棚圈建设 433 座，建筑面积

2.8万平方米；完成牧民住房、学校及卫生院建设 99 所，

建筑面积6.06万平方米；建成牧民供水井 101 口。帮助受

灾群众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改善和提高了受灾牧区的教育

卫生及生活生产条件。三是积极调整支农资金支出结构，充

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效益作用，大力调整农牧业产业结构，

改变资金投放模式，直接对农牧业进行补贴。自治区财政集

中资金 400万元，在东部的通辽、赤峰、兴安盟等盟市条件

较好的 16个旗县和2个国营农牧场，进行“引草入田”“种

草养畜”项目建设，对引草入田购买健宝及紫花苜蓿等优质

草籽成本的50% 予以补贴。推广农田种草 54 万亩。优化了

种植业结构，发展了农区畜牧业，增加了农民收入。四是加

大投入支持扶贫。2003 年全区共安排扶贫资金 5.5 亿元，

增长 9% ，其中中央财政2.7 亿元。支持了“千村扶贫开发

工程”和移民扶贫开发以及少数民族发展等。重点扶持了兴

安盟扎赉特旗“南三苏木、北八乡”区域扶贫。全年共有

10万贫困人口解决温饱。五是继续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

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生态建设工程。全年完成退耕面积

457 万亩，完成退耕还草5 618万亩，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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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57万亩。给予农牧民粮食和现金补助18.2 亿元。生态建

设工程进展顺利，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促进了全区农牧民

增收，也促进了人与自然统一和谐发展。

（二）促进企业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一是加大扶持外

向型企业力度，支持企业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利用

西部外经贸发展资金2 588万元，支持出口企业进行技术改

造，招商引资，培养外经贸人才；安排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

拓资金994 万元，资助中小企业进行产业质量认证，国际市

场宣传推介及境外展览招标，开拓新兴市场。2003 年全区

财政支持外经贸发展资金接近一个亿，是自治区财政支持外

经贸发展力度最大的一年。继续落实出口退税政策，全区实

际退税13.5 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外贸出口。二是积极支持

引进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全区当年签约款达到

5.5亿美元。重点支持了自治区西部风沙区环境综合治理、

呼和浩特水环境治理以及全区基础医疗设备建设、农业产业

化等33 个项目。同时为全区 8 户企业积极争取到财政部外

汇借款项目以税还贷政策的支持，获得退税2 938万元。减

轻了企业偿还外汇借款的还贷压力，为企业发展创造了相对

宽松的环境。三是继续实施国有重点企业政策性补助，2003

年拨付国有重点煤矿补贴 1.13 亿元，拨付有色地质勘察、

野外搬迁补助1 260万元等，扶持国有重点企业尽快走出困

境，参与市场竞争。四是继续支持国有大型企业增强发展后

劲，通过对钢铁电力等重点国有大型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和投

入挖潜改造资金共计 1.55 亿元，增强企业竞争力，提升企

业整体设备水平。同时，自治区还积极争取国债技改贴息资

金4 978万元，6 个产业化项目补助资金和科技三项费1 180

万元。主要支持了煤矿、制药、奶业等产业提升和结构调

整，加快全区产业升级的步伐。五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自治区财政安排750万元，支持包铝、平煤等大型国有

企业集团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社会公益及福利机构

118个，涉及在职14 949人，离退休5 090人，切实减轻企业

办社会负担。六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工作，2003 年全区12 个盟市已全部建立了小额贷

款担保机构，担保基金的规模不断扩大，累计规模达 2.2 亿

元，为999 户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担保。安排财政贴息 897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 800 万元，同时积极向财政部争取专项

资金700 万元，继续做好关闭国有小企业工作。弥补地方财

政因关闭 “五小企业”减少的税费收入和用于安置国有 “五

小企业”职工，稳定社会大局。七是继续贯彻执行抓大放小

方针，推动企业联合重组。参与包铝集团上划中铅集团和内

蒙古电力厂网分离有关事项；参与制订自治区外经贸等三大

流通集团的企业改制方案，组织资产评估工作；完成包钢和

自治区电力公司停建项目的不良资产处置，盘活国有资产 2

亿元。完成区直15 户中小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用企业净资

产妥善安置职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三）积极支持小城镇和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一是

2003 年自治区安排小城镇建设资金2 500万元，支持小城镇

道路、环卫、供水排水及绿化等 65 个项目建设。二是共向

财政部申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基础设

施贷款中央财政贴息项目 7 个，贴息资金1 800多万元，推

动小城镇和开发区建设。全区城镇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全

年共转移农牧业人口30 万人，城镇化率达 45% ，比上年提

高一个百分点。

（四）积极稳妥地支持科研院所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全

区28家转制科研院所，到2003 年末已完成转制的开发型研

究院所有4家，另有9家正在转制过程中。为了保证改制工

作的顺利进行，自治区财政安排1 000万元的调整准备金，

用于区直技术开发区类科研机构的转制重组、人员培训以及

转制过程中必须的支出。

五、继续加强财政监督，规范财政管理

（一）认真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一是全区财政系统认真

开展了会计信息质量、收支两条线、地方金融企业等一系列

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全区共检查单位576户，查出各种违纪

金额达3.98亿元，并对查出的问题进行了公正处理。二是

开展了对厅机关内部 36 个处室和单位的财务检查，规范了

厅机关自身的财务管理和收支行为。

（二）广泛开展会计诚信教育。一是在《会计法》实施

三周年之际，加大《会计法》的宣传力度，营造会计行业执

法、守法、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提高会计人员执法意识，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规范会计基础工作。二是开展会计人员

职业道德教育活动，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培训，开展职业道德

知识竞赛活动，提高全区财务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三

是对2003 年全区36个会计工作先进集体和183 名先进个人

颁发了奖牌、荣誉证书和奖金。调动了广大会计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创造性。

（三）对专项资金实行评审和清理暂付款。一是根据自

治区政府《关于加强重点建设项目资金管理的若干规定》，

对自治区本级的 39 个重点建设项目进行竣工决算审查和投

资概预算审查。二是对全区2000～2003 年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和资金管理进行检查，范围遍及全区12 个盟市的78个开

发区旗县和8个农牧场管理局。在盟市普遍自查的基础上共

抽查了 634 个项目，占应查总数的 60% 。对查出的问题，

进行仔细分析讨论，提出整改建议和意见，对检查情况作了

专题通报。三是按照自治区政府《关于清理暂付款压缩财政

结转的通知》，2003 年全区各级财政积极全面开展清理财政

暂付款，压缩年终结转工作。当年清理约9亿元，其中列支

7.3亿元，财政暂付款规模比上年压缩了22.8% 。在 14 个

盟市中有 13 个完成了压缩任务。乌盟清理了全部暂付款的

46 % ，呼伦贝尔、兴安盟、锡盟清理了 30% 以上。盟市旗

县财政暂付款规模降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有效地消除

了隐性财政赤字。

六、改进工作作风，推进依法理财

（一）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一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2003 年，自治区财政厅干部职工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认

真调研，共完成调研报告 64 篇，具有较高的理论性和较强

的应用性。二是认真及时办理议案提案。2003 年自治区财

政厅共收到人大代表议案和政协委员提案 103 件，每项议案

和提案都得到及时有效办理。对个别议案和提案，根据工作

进展情况，进行了连续追踪答复，受到好评，办结率达

100 % 。三是认真做好信访工作，全年累计办理人民来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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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50件次，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二）推进依法理财，做好帮扶工作。一是加快推进理

财工作进程。自治区财政厅在呼市赛汉区等两个旗县财政局

依法理财试点的基础上，2003 年再次确定包头市青山区财

政局等5个旗县局作为试点单位，进一步积累依法理财经

验，推进全区旗县财政的改革和发展。试点工作在有关财政

工作制度、稳定和深化乡级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改革村级财务

管理办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并召开经验交流会在全区

财政系统进行推广和现场参观学习。二是努力做好帮扶工

作。在2002 年做好帮扶工作基础上，2003 年自治区财政厅

继续对帮扶联系点——锡盟黄旗文贡乌拉苏木日都淖文嘎查

进行帮扶。两年共完成开发投资 168 万元，封围草场6 000

亩，建成集中连片高产饲料基地 300 亩，乔灌结合防护林

45亩，引进良种山羊40只，优良山羊360只，打配修复机

电井2眼，新打人畜饮水井3眼，解决了移民点人畜饮水问

题。直接受益牧户 81 户、350 人，覆盖 100% 。20 户贫困

户脱贫，占贫困户的41% ，5户脱贫致富。3 名辍学儿童返

校，2 名孤寡老人妥善安置，2 名无力医治病人救济治愈康

复。全嘎查由帮扶前的人均年收入1 076元，达到2003 年的

1 198元。基本实现了牧业增产、牧民增收、摆脱贫困的目

标。财政厅被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评为帮扶工作先进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供稿，李成旺执笔）

辽 宁 省

2003年，辽宁省实现生产总值6 002亿元，比上年增长

11.5 %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7.1% ，第二产业增加

值增长12.2%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1.7 %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2 082亿元，比上年增长29.7% 。全省实际利

用外资5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6% ；实现进出口总额

26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2.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 330亿元，比上年增长12.3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 241亿元，比上年增长 9.7% ，农民人均纯收入2 934元，

比上年增长3.7% 。

按现行预算管理体制和国家有关预算政策，全省财政总

收入为979.9亿元，其中，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46.4亿

元，比上年增长15.7 % ，中央补助收入 387.2 亿元，上年

专项结转结余收入138.5亿元，调入资金7.8亿元；全省财

政总支出为979.2亿元，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支出784.6 亿

元，比上年增长13.6 % ，上解中央支出 68.3 亿元，按国务

院文件调剂部分城建税转作防洪资金4 000万元，结转下年

继续使用项目支出 125.9 亿元；收支相抵，实现收支平衡，

略有结余。

2003年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12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2% 。政府性基金支出108.8亿元，比上年增长24.4% 。

一、确立振兴老工业基地的财政工作总体思路

2003 年，辽宁省财政部门确立了支持老工业基地振兴

总体思路，即，积极做好支持企业改革与发展、支持县域经

济加快发展、支持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的“三篇文章”，积

极实施整合政府财力资源工程。这一思路得到了省委、省人

大、省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并在全省财政工作中付诸实

施。在深入剖析老工业基地存在困难和问题基础上，形成了

《关于支持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的政策建议》，其中部分内

容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

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所采纳。与此同时，全省各级财政部门

积极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财力支持，投入技改贴息资金

4.2 亿元，支持了一批支柱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投入

科技资金10亿元，重点支持了产学研联合、电子信息、生

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投入科技专项资金 3

亿元，支持了一批民营企业发展；投入 44.5 亿元，促进了

全省职业教育和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兑现外贸出口和利用外

资奖励资金2 845万元，鼓励开拓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国际市

场。

二、推进各项财政改革

（一）全面完成社保试点的财政工作任务。2003 年，辽

宁省建立了社会保障和就业资金筹集、支付、政策、制度和

监管五个体系，实现了保障责任主体由企业向政府的转变，

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全省财政筹集社会保障和就业

补助资金145.8亿元，确保了294万名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

金、45万名困难国有企业离岗职工经济补偿金、159.6万名

城市低保对象低保金、86 万名失业人员失业救济金的按时

足额发放，为实现96.6 万名下岗职工就业和再就业提供了

资金支持。建立了全省小额贷款担保体系，通过银行贷款、

财政贴息，解决了失业保险基金阶段性缺口，全面完成了国

务院和省政府确定的试点工作任务，为全国社会保障制度改

革积累了经验。

（二）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2003 年，辽宁财政部门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研究制定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和

相关配套方案，组织了统计测算等前期准备工作，建立了农

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制度，筹措资金14.04亿元，用于税费

改革转移支付补助。研究制定了直接补贴农民的办法，通过

调整粮食补贴筹集资金1.14亿元，采取农业税政策减免方

式，对粮食主产区的种粮大户农民进行了补助。取消139项

涉农收费，减轻农民负担 4.13 亿元。全省农民人均负担由

改革前的 115.37 元减少到 62.89 元，人均减负 52.48 元，

减负率达45% ，实现了中央提出的确保减轻农民负担、确

保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

常需要的目标。

（三）深入开展预算制度改革。2003 年，辽宁省部门预

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改革和县区

财政性资金财政统管取得新进展。省本级报送省人大部门预

算单位由上年的12个增加到18个。启动了省本级国库集中

支付制度改革，财政厅代省政府制发了《关于全面推进财政

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库直接集中支付资金达

197.7 亿元，占一般预算支出的 25.2% ，比上年增长

12.1% 。政府采购规模达到53 亿元，比上年增长20% 。以

国土资源和教育系统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在全省全面启动了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全省国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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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非税收入按照新的收缴分离方式缴入财政专户

29.4亿元，其中省本级6.9亿元。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 200

项，涉及资金 2 亿元，取消执收单位过渡性账户3 066个。

2003年，全省非税收入达到 398 亿元，同比增加 56.5 亿

元，增长16.5% 。县区财政资金财政统管工作向乡镇延伸。

（四）完善省市财政体制。2003 年，辽宁财政部门按照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完善省市财政体制有关问题意见的

通知》精神，实行了按税种和比例划分省市财政收入的财政

管理体制，代省政府起草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省市财

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关于完善市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的指导

意见》，明确规定了完善财政体制的具体政策，制定了预算

管理、国库资金调度、基数考核和返还等配套政策和办法。

此外，还研究制定了财政支持辽西北地区和民族自治县加快

发展的9条优惠政策，并以省政府办公厅 65号文件下发执

行。通过完善财政体制，2003 年，省财政集中 7.5 亿元资

金，用于对困难地区转移支付补助，对促进全省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通过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财政共享收入增量返还等政策，增加省对县乡特别是困

难县乡补助38.2亿元，比上年增长41.7% ，有效缓解了县

乡财政困难，基本保证了县乡公教人员国家标准工资的发

放。

三、支持各项事业发展

（一）有效保障困难群众生产生活。2003 年，辽宁省财

政筹集扶贫帮困资金4.2 亿元，比上年增长122.5% 。通过

临时救助、为老红军老烈属老复员军人建房、帮助贫困县建

立区域性养老院、建立城市特困群体取暖补助机制、改变城

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办法、对农村残疾人特困扶贫等活动，

改善了困难群众的生活条件。省财政投入扶贫开发资金

1.62亿元，用于408 个贫困村开发式扶贫，受益人口 35.2

万人，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加 336 元。全省各级财政投入

3 840万元，对15 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3 200户贫困农

户实施移民扶贫；投入9 200多万元，建立免费义务教育专

项资金，直接资助贫困家庭学生近41.8 万人。

（二）为抗击“非典”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2003 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全省财政部门积极调整财政

支出结构，筹措资金 6.2 亿元，其中各级财政投入 5.4 亿

元，专项用于防治“非典”支出，对有效控制疫情蔓延、保

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省财政厅及时

代省政府起草并下发了《关于建立防治非典型肺炎专项资金

的通知》和《关于积极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经费保障工作的

紧急通知》，保障了防治“非典”资金及时到位和专项使用。

代省政府制发了《关于防治“非典”和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政

策的紧急通知》，对受“非典”疫情影响较重的行业实行了

税收、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等支持政策，有效

缓解了这些行业的困难，降低了“非典”的负面影响，维护

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三）大力支持农业发展。2003 年，全省各级财政投入

18.3亿元，重点支持“两无区”（辽东半岛无规定动物疫病

示范区建设，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即全省 20 个示范县 100 个

示范区）建设和“四个倍增”（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出口

创汇、特色农产品生产倍增）计划实施，并新增省级现代农

业园区 31 个，使省级以上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

116个，推广省级重点农业新技术113 项，推进了农业结构

调整和产业化发展；投入5.8亿元，支持农村水利基础设施

和水源工程建设，新增调蓄水能力 3 亿立方米，解决了

67.74万人的饮水难问题，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投

入7.7亿元，重点支持退耕还林、荒山造林、生态公益林和

东部山区天然林保护工程；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6.3 亿

元，其中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3.45 亿元，省财政配套1.8 亿

元，落实土地治理项目 272 个，开发面积 144.94 万亩，安

排多种经营项目76个、省级农业综合科技示范项目 14个。

（四）积极化解债务风险。2003 年，辽宁财政部门强化

政府债务的预算管理与监督，将政府债务纳入部门综合预

算，明确偿债责任，落实偿债资金。清收债权6.7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的139.6% ，收回偿债资金 10.5 亿元，基本保

证了偿还中央财政债务的需要。争取中央再贷款 30 亿元，

化解了鞍山、营口和辽阳等财政证券公司的个人债务兑付风

险隐患。筹措资金2.65亿元，化解了海城市信托投资公司、

丹东市属企业和华锦集团等地方金融风险。调度国债兑付资

金3.1亿元，确保了国债兑付的资金需要。

四、强化财政监督管理

（一）进一步加大财政监督力度。2003 年，全省财政部

门围绕财政管理和整顿财经秩序，建立了内外监管并重、收

支监督并举的财政监督检查新机制。开展了预算编制、预算

执行、专项资金使用、决算审查、会计信息质量核查等一系

列专项监督检查，全省查出各类违规违纪资金 40 亿元。加

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行政监管力度，实施《会计法》执法

情况检查，对执法违纪违规行为的272户单位和540 名直接

责任人进行了经济处罚。加强粮食企业财务监管，全省国有

粮食企业同比减亏2.2 亿元。全面落实老库存粮食销售补贴

政策，解决了146亿斤高价位粮食包袱。坚持依法行政，实

施财政执法公示制和行政执法责任制，进一步规范了财政系

统的行政执法行为，提高了行政执法水平。

（二）全面开展增收节支工作。2003 年，辽宁各级财政

积极配合税务部门加强税收征管，全省各项税收收入实现

361.4亿元，比上年增长13.3% 。全省74个县区财政收入

达到99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14% 。通过全面普查省本级

非税收入，研究制定征收激励机制，做大非税收入蛋糕，全

省非税收入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财政节支力度明显加大，

有效压缩了一般性支出，优化了支出结构，全省法定、重点

和防治“非典”等公共支出占一般预算总支出的比重达

49.8% ，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实施政府采购节约资金

6亿元，节支率11.3 % 。审减基本建设项目投资18.3亿元，

审减率16.8% 。

五、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2003 年，全省各级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强系统作风建设，

组织召开了第三次全省财政系统作风建设工作会议。提出了

加强和改进系统作风建设的要求和任务。广泛开展了警示教

育和述职述廉活动，认真查处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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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财政厅机关制定了文明办公规范、

廉政建设《七条禁令》，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树立了财政干

部为政清廉的良好形象。2003 年在省、市组织的评先创优

工作中，财政厅机关被评为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多数市局也

获得了“十佳机关”、“突出贡献单位”、“优秀单位”等荣誉

称号。

（辽宁省财政厅供稿，毕文利执笔）

大 连 市

2003年，大连市实现生产总值1 632.6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5.2%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45.6

亿元，增长 12.4% ；第二产业增加值 782.1 亿元，增长

17.3% ；第三产业增加值 704.9 亿元，增长13.5% 。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06.9 亿元，增长 37.8% 。其中，基

本建设投资170.1亿元，增长 44% ；更新改造投资 76.6亿

元，增长 47.9% ；房地产开发投资 151.1 亿元，增长

20.7% 。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 101元，增长11% ；

年人均消费性支出7 760元，增长9% 。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

入4 513元，比上年增长9% ；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 043元，

增长10.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68.5 亿元，按可比口

径比上年增长12.4%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0.6。新

批外商投资企业 879 家，比上年增长 5.6% ；合同外资金额

45.75亿美元，增长51.6% ；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2.11 亿

美元，增长37.9% 。外贸自营进出口总额 155.41 亿美元，增

长22.4% 。其中，自营出口82.9亿美元，增长21% 。

2003年，大连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10.54 亿元，

比上年增长11.9% 。其中：市本级收入 52.31 亿元，增长

20.2% ；区市县级收入58.23亿元，增长5.5% 。除地方财

政收入外，大连市还获得中央和省专项拨款、中央税收净返

还 37.08 亿元。全市 2003 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总财力

147.62 亿元。2003 年，大连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147.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4%。其中：市本级支出

66.89亿元，增长10.9% ；区市县级支出 80.50 亿元，增长

13.7% 。全市财政收支相抵结余2 300万元，其中：市本级

结余近700万元，区市县级结余1 600万元，连续第十一年

实现当年收支平衡。

一、贯彻落实各项税收政策，保证税收工作顺

利进行

2003 年，大连市国、地税收入合计 200.7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1.5% 。其中，国税局组织各项税收 111.6 亿元，

增长8.9% ；地税局组织各项税收89.1亿元，增长14.9% ，

已连续三年实现每年增收超过 10 亿元。海关代征税收

100.96亿元，增长68.6% 。

（一）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完成税收任务。在全市范围

内深入开展了整顿规范税收秩序和重点行业的纳税专项检查

工作。市国税局与工商局通过信息共享，有效加强税源户籍

的控管。利用工商局新开业企业的登记注册基本信息，并与

中国税收征管信息（CTA IS）系统进行数据比对，对那些在

工商局注册而未办理税务登记的企业按名单逐户进行调查，

下发限期改正通知书，全部补办税务登记，并按征管法有关

规定做出相应处理，同时对以各种理由拖延办理、更换地点

逃避税务机关管理的企业作出严肃处理。市国税直属分局在

继续坚持每月对重点税源企业逐户形成税源分析报告的同

时，及时组织人员进行专项调查，分析预测确保在第一时间

能够掌握相关资料。同时加强了对重点税源企业的征管力

度，及时对各查管科室管户有针对性地进行了部分调整。市

地税局还对基层局严格实行目标管理考核。2003 年市地税

局共检查3 045户企业，查补税款 1.47 亿元，加收滞纳金

596.7万元，罚款348.7 万元，查处偷税案件 20 件，营造

了良好的纳税环境。

（二）积极落实各项税收减免政策，稳定经济和社会发

展大局。

一是从国家税务总局争取到3.2亿元退税指标，市国税

局组织6 000万元，累计 3.8亿元，专门用于解决出口企业

2001 年以前拖欠的退税款问题，同时对一些国家重点扶持

的大型出口企业2002 年部分欠账给予解决。二是认真落实

上级税务机关和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发挥税收的

经济杠杆作用，2003 年，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支持国

有企业改组改制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

等共减免各项税费 6.67 亿元，有15 024户纳税人得到税收

优惠政策的扶持。其中，在“非典”期间共为13 561户纳税

人减免各项税费6 944万元。市地税局还适时调整了个人所

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税前综合扣除标准，并针对出租车行业存

在的个人所得税附征率偏高，各区市县综合征收率不统一，

税收负担不合理等问题，调整了出租车行业计税依据和税收

定额，对改善投资环境和扶持社会弱势群体起到了积极作

用。

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创造良好经济发

展环境

（一）抓紧推进市本级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城区

生产、生活环境。2003 年，大连市完成城市建设项目投资

额115.6亿元，实施城市建设重点项目102项。其中，大连

火车站主体扩建改造工程完工，高架候车室和北站房投入使

用；香炉礁至金石滩 46.6公里快速轨道交通线路平交道口

已封闭 14个；天津街改造一期工程完工，投入使用；西安

路大连商业城裙楼主体封顶；快速轨道交通香炉礁至大连火

车站段已完成桥梁及车站基础工程；市区有轨电车线路改造

火车站至东海公园段正线工程完工，铺轨 5.55 公里，路面

已全部恢复；英那河引水二期工程完成钢管制作 41 公里，

已铺设17公里；大窑湾集装箱码头二期、30 万吨级原油码

头、25 万吨级矿石码头正在建设中。

（二）不断推进区市县基础设施建设。甘井子区加快城

市化进程，旅顺北路各工业小区、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向西

延伸到旅顺新城区。形成了老城区“西拓”的基本框架。金

州新城区基础设施、工业新区建设和西部渤海沿岸旅游产业

园区建设全面启动；开发区进一步向城区东部、北部和大孤

山半岛扩展。瓦房店西部新市区、普兰店新市区、庄河南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滨海新区作为大连市的 3 个重点城建设加快，旅顺南路软件

产业带、大孤山国际物流园区、星海湾金融商务区和双岛湾

石化工业园区等四个重点产业园区的前期工作和实际推进都

取得明显成果，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周水子机

场扩建、大窑湾集装箱二期、30 万吨级原油码头、30 万吨

级矿石码头、大窑湾汽车专运码头、大连湾通用杂货泊位、

30 万吨船坞、烟大火车轮渡、后盐立交桥、大庄公路西段、

泰山热电厂等一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陆续开工和建设；国家

石油储备大连基地、辽宁核电站和庄河电厂、民航新机场等

重点工程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三、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推动各项

事业蓬勃发展

（一）加大财政支农资金投放力度。一是积极推进农村

税费改革。2003 年，大连市确定了“减费不增税”的税费

改革原则，在全市 9个涉农区市县和先导区实施了农村税费

改革，使全市 270 万农民人均减负水平达到 58.7% 。为确

保改革后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优抚等公

益事业的基本需要，市财政安排资金 1.58 亿元，对农村税

费改革后的资金缺口给予转移支付，其中，对财政比较困难

的北三市和长海县补助比例达到 90% ，切实保证了农民减

负政策的落实。二是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2003 年，大

连市新建各类水源工程1 361项；完成英那河水库扩建工程；

引英入连二期工程全面开工；新建方塘 94 座；新增节水灌

溉面积5 000公顷；完成重点集雨工程26 处；完成水土流失

治理面积5.5万公顷；除险加固水库 20 座；新增蓄水能力

1 700万立方米。三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2003 年，大连市

产业化经营有了实质性进展，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优势突出，

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具有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海珍品

养殖，肉鸡、生猪、奶牛饲养以及远洋捕捞业进一步发展。

现代农业园区带动示范作用显著。全年新增投资33.2 亿元，

新增开发面积 30 万亩。引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 570 项，

推广农业先进技术141 项。新建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

范基地10个，新建绿色食品基地10 个；经国家新认定的无

公害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107 个，总数达到122 个，产

量144万吨；新认证绿色食品49个，总数达到108 个；率先在

东北地区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入市农产品合格率达到 95 % 以

上。
（二）积极推动企业改革和发展。2003 年，全市完成工

业增加值697.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5.8% 。

市本级企业挖潜改造支出3.84 亿元，增长12.6% ，主要用

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贴息、企业出口创汇和招商引资补助以

及区市县工业小区、旅游等建设项目的补助。一是推进新产

品开发。2003 年，全年开发新产品1 300种，投产 650 种；

完成重点新产品 50 种，推广应用新技术 6项。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完成新产品产值 17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6% ，

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11.5% 。二是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23 个国债投资项目开工建设，其中已竣工 9 个；新列入国

家第一批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项目 17 个，总投资 132.9 亿

元。大显电子、叉车等10 户企业完成了整体搬迁。数字化

制造园等 8个工业园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蒂森·克虏伯 40

万吨镀锌板、大显与韩国泛泰1 000万部手机、瑞源非织造

布、世运钢铁 4万吨彩涂板、丰田工机机床、浦金钢板三期

等一批项目建成投产。三是继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在

2002年组建市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基础上，2003 年，

大连市市县两级财政出资在10 个区市县组建了信用担保机

构，初步构建了全市范围的信用担保体系，全市各类担保机

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13.3 亿元，其中由市县两级政

府组建的担保机构提供的贷款担保为7.7 亿元，占贷款担保

总额的57.9% ，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三）加大教育卫生事业投入。2003 年，大连市启动了

旅顺大学城建设，支持大连医科大学和外国语学院建设新校

园。市财政投资9 000万元，支持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大学

和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和发展。同时，结合农村中小学危

旧校舍改造和农村小学布局调整，市财政投资3 200多万元

新建、扩建了农村中小学校舍 16.3 万平方米，改造危旧校

舍11.3万平方米，调减农村小学69所。城乡新建、扩建校

舍50万平方米。完成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校舍建设工

程25项，建筑面积26.8万平方米。2003 年有 85所中小学

达到市级办学设施标准。

2003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大连市加大

财政应急资金投入，全力抗击“非典”。市县两级财政共投

入1.58亿元，全市构建了由54个医疗卫生机构组成的“非

典”疫情监测网络，开工建设了新的传染病医院，加强基层

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城区52 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站通过达

标验收，农村医疗设施水平和救治能力进一步提高。

四、充分发挥财政社会保障职能，保证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和维护社会稳定

2003 年，大连市财政拨付的社会保障和抚恤社会救济

方面的资金达到20.4 亿元，其中市本级 15.37 亿元，占全

市的75.3% 。保障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并轨、夯实养老金

个人账户、最低生活保障线和支持再就业等方面支出的基本

需要。年内，38.5万名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及时足额

发放和离休干部医疗费待遇得到落实，3.87 万名国有企业

并轨职工足额领到了经济补偿金，10.3 万名城镇贫困群众

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3.3 万名革命伤残军人、老复员军

人、烈军属和企业军转人员的生活医疗待遇得到了落实，1

万名大龄下岗失业人员在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上实现了再

就业。此外，大连市还筹集资金9 300万元，将 2.5 万名关

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医疗保险统筹，救济城乡困难群众

52万人次，对3 000多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免费救治。

（一）推进社会保险制度社会化。全市养老保险参保达

到112.4万人，其中企业参保 106 万人，比上年增加 4 万

人。养老保险费征缴收入 34 亿元，增长 9.7% 。清理企业

欠缴养老保险费9 400万元。39 万名离退休人员全部按时足

额领取了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参保 89.9 万人，征缴失业

保险费3.6 亿元，失业保险费收缴率保持在 97% 以上。医

疗保险参保151.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4.9万人。

（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截至2003 年底，大连市

城镇低保对象101 097人，保障面 3.61 % ，全年累计救助

120多万人（次），发放低保金7 826万元。建立农村最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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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保障制度，全市投入低保金1 190万元，救助困难群众

12 650户、21 062人，保障面0.8% 。投入176 万元，救助

患重大疾病的城乡特困居民 358 人（次）。投入救灾款物

702万元，救济灾民7.7 万人次，社区公共服务社项目被人

事部、外交部作为中国政府公共服务效果提高奖项目上报联

合国。

（三）继续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2003 年大连市新批

各类社会福利机构 21 所，新增床位2 565张，比上年增加

60% 。全市社会福利机构已达169家，机构床位数达14 000

张。家庭养老院近500 家。年内投入资金7 800万元，建成

社区老年福利“星光计划”项目 410个，配备老年健身器材

2 660件。率先在全国开放养老福利事业市场，向国内外发

布养老招商项目 24个，新批外资养老院项目 2 个，协议外

资金额1 650万美元。585 家社会福利企业安置残疾职工

10 188人，残疾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 100% 。全年福利彩票

销售2.85亿元，筹集公益金9 975万元。

（四）积极推进城镇再就业工程。2003 年，大连市城镇

新增就业14.1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9.2 万人，大龄

人员就业1.5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5% 。全市有 1.2

万名大龄失业人员在政府出资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就业，并享

受了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有 12.3 万名下岗失业人员

领取了《再就业优惠证》，其中，4 000人办理了减免税，

52.3万人次办理了减免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全市就业培

训各类人员17万人，其中再就业培训 6.4 万人；劳动技能

考核鉴定7.7万人。

五、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大连市

政府在2003 年调整和完善了财政管理体制，废止了原实行的

按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划分税收、确定预算级次的传统做法，实

行以“属地征税、分税、分享”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财政管理体

制，并建立了比较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鼓励资本流动和招商

引资的体制政策。通过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促使各地区转变

过去片面追求企业行政所属的观念，从改善投资环境入手，发

挥区位优势，发展地区经济。同时，遏制了拉税、混库行为，规

范了财政管理，夯实了各级政府的可支配财力。

六、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范围

2003 年，大连市深入贯彻落实《政府采购法》，逐步健

全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运行

规程，不断加强政府采购宣传力度；同时，合理制定政府采

购计划，界定采购范围，严格按照政府采购预算确定采购规

模；在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逐步从货物

和服务采购扩大到工程采购，充分发挥了政府采购的职能作

用。2003 年，大连市政府采购项目总预算为24.7 亿元，比

上年增长60% ，实际支出20.85亿元，节约资金3.85亿元，

节支率15.6% 。

七、强化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风险

2003 年，大连市利用国内金融机构外汇供大于求和国

家对外汇贷款利率实行市场化管理的有利时机，通过公开招

标，采取借内债还外债、借低还高的办法，对引碧三期亚洲

开发银行 1.2亿美元贷款进行了债务置换。通过内外债务置

换，年贷款利率由 6.7% 降到 2003 年底的 1.9% ，在 10 年

还款期内将累计减少政府债务利息支出5 600万美元。对长

达14年之久的引碧二期 4.3 亿元债务进行了重组，在有关

金融部门的配合下，免去了所有利息和罚息，偿还1.4亿元

本金，节省政府债务支出2.9亿元。

（大连市财政局供稿，陆文喜执笔）

吉 林 省

2003年，吉林省实现生产总值2 521.8亿元，比上年增

长10.2% ，其中第一产业增长 6.1% ，第二产业增长

12.9% ，第三产业增长 9.1% ，是 1997 年以来增幅最高的

一年。产业结构比重由上年的 19.9∶43.6∶36.5 调整到

19.4∶45.2∶35.4。全省粮食总量达到2 259.5万吨，比上年

增长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 005元，比上年增

长10.7%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 530元，比上年增长

6.2%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9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实现1 110.3亿元，比上年增长 10.1 % 。居民消费价格

总指数为10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965.6亿元，比

上年增长19.5 % ，高于预期目标 6.4 个百分点。全省外贸

进出口总额完成 61.7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66.7 % 。全年实

际利用外资完成 5.06 亿美元，下降 8%。其中，外商直接

投资3.2亿美元，增长0.3% 。

2003年，全省一般预算财政收入 289.2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8.1% 。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 154 亿元，增长

17.1% 。全省财政总支出 409.2 亿元，比上年增长12.9% 。

到2003 年底，一般预算财政收入突破亿元的县（市）达到

29 个，比上年增加 3 个。地方级财政收入突破亿元的县

（市）达到15个，比上年增加5个。全省财政各项收入总计

与各项支出总计相抵，当年结余2 928万元。

一、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努力促进经济

发展

一是发挥国债资金作用，加大对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投

入。2003年共拨付国债和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 39.8 亿元，

重点支持了“三北”防护林、农村公路等376项基础设施和

重点项目建设。二是大力筹措安排资金，促进农业增产和农

民增收。拨付农业、林业、水利资金 21.8 亿元，主要用于

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科技推广、天然林保护工程、防汛抗

旱，以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中低产田 61.5 万亩，

建设优质粮食、饲料基地120万亩，支持多种经营和重点产

业化龙头项目115 个。拨付粮食补贴资金 46.3 亿元，对按

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扩大粮食销售、保护农民利益发挥了

重要作用。三是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和优化升

级。拨付资金18.6亿元，主要用于10 户资源枯竭型企业关

闭破产和16户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以及国企改革、结构调

整、技术改造和市场开拓。拨付科技三项费用 3.5 亿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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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于支持光电子、农业高新技术、中药现代化、生物技术

以及应用软件领域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四是运用财

税政策，努力化解“非典”疫情的影响，制定和实施 16 项

财税优惠政策，支持了受“非典”疫情影响较重行业尽快恢

复生产经营。

二、加强收入征管，确保财政收入较快增长

一是进一步完善组织收入工作责任制。坚持均衡缴库管

理办法，实行分季度考核收入目标。加强收入形势分析和预

测，适时采取应对措施。支持税务部门通过采取扩大“以票

控税”范围，实行增值税发票票表即时比对，加强对重点税

源的监控等措施，进一步强化征收管理，促进了税收收入快

速增长。二是认真清理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检查和纠正擅自

越权减免缓税问题，支持国税、地税部门开展税务检查和稽

查，严厉打击偷、逃、骗、抗税行为。2003 年共清理收缴

陈欠税款5.9亿元，实现稽查收入4.2亿元。三是加强非税

收入管理。进一步完善对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罚没

收入等非税收入的监管措施，及时组织入库，各项非税收入

比上年有了较大幅度增长。

三、积极筹措资金，努力保证重点支出需要

一是全力保障防治“非典”经费需要。2003 年全省各

级财政部门共拨付防治“非典”资金 4 亿元，为取得防治

“非典”的阶段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确保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工资及时发放。通过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了靖宇、

双辽等个别县（市）年度执行中拖欠工资问题，按各地实际

执行标准，继续实现了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当年不拖欠的

目标。三是努力筹措社会保障资金。2003 年全省各级财政

共筹措“两个确保”、城市低保和再就业资金 42.3 亿元，全

省新开发城镇就业岗位42万个，新就业人数 32 万人，发放

低保资金 9.4亿元，147 万人纳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有力保障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企业离退休人员和城市低保

对象的基本生活，促进了再就业各项扶持政策的落实。四是

落实扶贫救灾资金，支持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2003年共拨付扶贫救灾资金 3.9 亿元，帮助受灾地区群众

解决了生产生活困难问题。五是保障教育、卫生、文化、政

法等其他各项重点支出。

四、深化财政改革，推进制度创新

一是进一步深化部门预算改革。2003 年省本级全面编

制了部门预算，并重点规范了预算编制程序和编制办法，9

个市（州）和部分县（市）试编了部门预算。初步建立了部

门预算的基本框架，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明显增强。二是

继续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2003 年省级通过国库集中支

付的基本建设、政府采购等专项资金达 18.8 亿元。同时，

做好会计集中核算改革试点工作，将实行会计集中核算的省

直单位财务纳入省政府政务大厅统一管理。进一步扩大工资

统发范围。截至2003 年底，全省纳入工资统发范围的人员

达56万人，比上年增加26.5万人。三是进一步扩大政府采

购规模和范围。2003 年全省共完成政府采购金额 22.2 亿

元，比上年增长 98.5 % 。四是积极推进“收支两条线”管

理改革，将原作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公安、法院、工商行政

管理等部门的行政性收费全部纳入预算管理；进一步深化农

村税费改革试点和进行粮食直补改革试点。

五、加大工作措施，强化财政监管

一是认真贯彻执行《吉林省罚没和扣押财物管理条例》，

进一步加强对执收执罚部门罚没收入和罚没物资的监管。首

先是抓好罚没票据的印制和发放工作。在2003 年初对各市、

县执罚所用40余种罚没票据的数量、种类做到了及时掌握，

并按各地要求分期分批地组织印制和发放，保证了各级执法

部门执罚工作的需要。其次是组织市（州）财政罚没管理部

门做好已使用票据的清理核验工作。在对罚没票据定期清理

和核验工作中，做到“票证、款物、账表”相一致，减少了

拖欠罚没款现象的发生。截至 2003 年底，全省实现罚没收

入9.69亿元，超过年度计划2 861万元。二是对国债资金、

基建资金等重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配合有关部

门对四平市天然气，长春龙洋集团农产品加工、舒兰禾生豆

奶加工等国债项目进行专项检查，并对发现的国债资金使用

中的问题提出了妥善的处理意见。严格按照基建资金管理的

有关规定，认真审核基建支出投资计划，坚持按原则办理基

建拨款。加强建设单位财务管理工作，2003 年共计审查基

建资金12.62亿元，审减资金6 067.9万元。三是加大对到

期政府主权外债的清收和偿还力度，2003 年共偿还政府主

权外债21亿元，维护了国家信誉。四是加强财政投资评审

工作，2003 年全省各级财政评审机构共完成投资评审项目

1 098项，审查资金 44.7 亿元，审减 4.9 亿元，审减率

11.2 % 。五是按照有关规定，省财政清理取消6项行政审批

事项，全省清理取消 46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减轻企业和农民负担3.4亿元。

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

吉林省财政厅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重点任

务，先后三次在财政部和省纪委召开的会议上，介绍开展纪

检监察工作的经验。在省直机关党工委开展的“创先争优”

活动中，连续三年荣获先进基层党组织标兵称号。在省政府

组织的全省政风行风评议中，被推荐为省直机关政风行风建

设先进单位。在省委、省政府组织开展的省直机关精神文明

建设评比工作中，连续第五年荣获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称

号。在省委开展的“学、做、创”活动中，被省直工委推荐

为优秀单位。全省财政部门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和模范人

物。
（吉林省财政厅供稿，高兴业、王志强执笔）

黑龙 江省

2003 年，黑龙江省实现生产总值4 433亿元，比上年增

长10.3%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13 亿元，增长 2.5% ；

第二产业增加值2 532亿元，增长11.9% ；第三产业增加值

1 388亿元，增长10.1 % 。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1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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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10.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1 241亿元，比上

年增长12%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 376亿元，比上年

增长10.1%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0.9% 。实现进

出口总值 53.3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2.5% 。其中，出口

28.7亿美元，增长44.6% ；进口24.6亿美元，增长4%。

2003年，全省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293.4 亿元，按可比

口径比上年增长14.8% ，其中，一般预算收入248.8 亿元，

增长 12.9% ，上划中央“四税”237.8 亿元，增长 5.2% 。

全省地方财政支出606.2 亿元，增长9.3 % 。其中一般预算

支出564.9亿元，增长 8.5% 。财政支出体现了“有保有

压”的原则，社会保障补助、医疗卫生、教育、科学、农业

等重点支出分别增长11.6% 、13.5% 、11.2% 、26.3% 和

17.1% ，均高于一般预算支出增幅。较好地完成了省十届人

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年度预算任务，连续 24 年实现了财政收

支平衡。

一、大力推进财源建设，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一是借助国内外媒体吸引投资商，通过展览、展销、洽

谈等方式联络投资商，运用财税优惠政策留住投资商，使黑

龙江省招商引资取得良好成效。二是不断拓宽财源建设领

域。在抓好项目财源的同时，积极探索经营城市新途径，通

过在齐齐哈尔、七台河、牡丹江、安达、海伦、绥芬河和东

宁等7 个市县试点，推动全省经营城市工作开展，全省土地

有偿使用收益15亿元，比上年增加1 倍多。三是实行政策

激励机制。将财政上划收入与税收返还挂钩，财源建设资金

向“10 强10弱县”倾斜，“10 弱县”上划营业税比上年增

收部分全部返还，省里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入固定资产

投资超过5 000万元给予 10% 的资金支持等项政策措施，促

进了财源建设工作深入开展。2003 年全省县级财政收入增

长8.5 % ，比上年提高1 个百分点，全口径财政收入超过 2

亿元的县（市）13个，其中肇东、双城、呼兰3 个县（市）

超过5亿元。

二、保障重点支出需要，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一是保障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全面落

实教师工资上收到县和建立“工资专户”等项规定。继续实

行全省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发放情况月报和举报电话制

度，及时掌握各地工资发放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理顺和

完善市县所辖区乡（镇）的财政体制，维护基层政权的稳

定。二是支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全省各级财政部门积极

筹集再就业资金2.5 亿元，加上中央财政补助的再就业资金

5亿元，2003年，全省再就业资金规模达到7.5 亿元，小额

贷款担保基金1.7 亿元，为实现省委提出的“十五”期间实

现就业和再就业 260 万人的目标奠定了基础。三是加大对

“两个确保”的支持力度。筹集并拨付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

养老金标准等专项转移支付补助金和养老金缺口补助金

40.2 亿元，安排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 8.5 亿元，较好地保

障了“两个确保”所需资金。四是支持城市“低保”工作。

认真落实省政府出台的对城市“低保”对象的各项优惠政

策，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安排城市“低保”资金 10.1

亿元，基本保证了城市“低保”对象的生活需要。

三、结合财政工作重点，积极支持经济发展

一是支持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以保护粮食

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加大对农田水利设

施、农机具更新、林业重点工程、农村人畜饮水、农业生态

环境和防灾救灾等方面的投入，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和生

活条件；以增加农民收入、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为主线，支

持畜牧业、绿色食品、农业产业化和良种化工程建设。以推

进农业科技进步、发展现代高效农业为重点，推进农业科技

创新、农业科技推广和成果转化。同时，围绕深化农村税费

改革试点，调整农业税计税主粮价格，调整农业特产税政

策，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 2.3 亿元，安排农业税减免资金

8.9亿元，其中省级安排6.2亿元，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转移

支付资金12亿元，实现了税费改革目标。财政部门还积极

配合有关部门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调整补贴政策，促进

粮食销售，全省粮食销售数量比上年增长近一倍，商品粮库

存大幅度下降，减轻了企业和财政负担；此外，筹措专项资

金2亿元，帮助国有粮食企业安置分流下岗人员。二是支持

国有企业改制重组。通过实行债转股、资产重组等多种形

式，支持北钢、黑石化、佳纸、桦林等重点企业改制重组；

支持 7户资源枯竭煤矿和危困企业的关闭破产工作；配合有

关部门开展佳纸等7 户省属企业分离办社会工作；加大对汽

车产业、煤矿安全技术改造等208个高科技项目以及科技企

业孵化器的投入力度，增强黑龙江省汽车工业的竞争优势和

高科技产业的后发优势。三是积极支持第三产业和民营经济

加快发展。筹集并拨付对俄出口地产品奖励和国际市场开拓

等项资金，支持外贸企业的发展；进一步细化财政部门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在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

业、农业综合开发和乡镇企业发展基金等各类专项资金的投

入上，向民营经济倾斜；将省级外贸、乡镇企业、高新技术

产业等发展基金1亿元用于扩充担保公司规模，放大财政专

项资金的使用倍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

问题。

四、维护广大群众利益，支持社会事业发展

一是支持教育发展。以积极落实省委“10 项利民行动，

办好33 件实事”为重点，多方筹集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

3.6亿元，加上地方配套资金共计 9.5 亿元，为三年内完成

全省中小学危房改造任务奠定了基础；争取国家财政专项资

金重点支持哈医大等11 所高校的基础设施、重点学科和实

验室建设。二是支持科技和文化发展。安排科技和人才建设

资金3亿元，重点扶持了人才队伍建设、科技发展和高新技

术产业化。增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全省文化设施

维修改造、农村电影、文化信息和边疆文化长廊等事业发

展。三是支持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全力以赴投入“非典”防

治工作，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省、市、县三级医疗和防疫

体系建设，为增强防治“非典”和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能

力奠定了坚实物质和技术基础。全省共筹措和拨付防治“非

典”专项资金7.9亿元（省里安排3 亿元），重点支持防治

“非典”指定医院、疾病控制中心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还通过销售彩票为各级政府筹集公益金 4.9 亿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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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支持省体育会展中心、青少年活动场所、“全民健身计划”

和社会福利设施等项建设。

五、推进各项财政改革，加快实现体制创新

一是部门预算改革日趋规范。省财政厅组织开展省直单

位2002 年部门预算执行情况检查，对违规违纪单位进行了

处罚，同时进一步加大预算执行的刚性化力度，上报省人大

审议的部门数量增加到60个，使部门预算逐步驶入法制化、

规范化管理轨道。二是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省

财政部门在总结完善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市县

和乡镇一级的改革试点工作，并研究制定了省级财政国库管

理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配套制度、规定和办法。

2003 年，市、县、乡镇国库收付制度改革试点面分别达到

87% 、85% 和51% ，纳入试点的单位由上年的 55% 提高到

81% 。三是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力度加大。围绕贯彻实施《政

府采购法》，完成了省级集中采购机构分离工作，市（地）

级集中采购机构分离工作也在积极进行。通过制定实施政府

采购法的管理制度和具体办法，进一步规范采购行为。政府

采购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2003 年，全省实现政府采购额

28.8亿元，比上年增加 8.1 亿元，节约资金 4.1 亿元，平

均节支率12.3 % 。四是推进乡镇财政改革。省财政厅下发

了《关于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全省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的意见》，

对调整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加强乡镇财政管理，巩固农村税

费改革试点工作成果，促进农村经济和各项事业健康发展起

到了积极作用。

六、加强财政财务监督，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开展专项检查。财政部门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进

一步落实“收支两条线”和清理“小金库”工作检查，同

时，对旅游发展和以工代赈资金也进行了专项检查，规范了

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二是强化会计管理工作。围绕

贯彻实施“一法一例一决定”，完善地方会计法规体系建设，

出台了《黑龙江省代理记账管理办法》、《黑龙江省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会计人员管理办法》和《黑龙江省企业会计基础工

作规范》；强化会计监督管理工作，依据会计法规检查了

851个单位，并对其中139个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理顺注

册会计师管理体制，强化培训工作，提高了会计从业人员及

会计管理人员素质。三是开展治乱减负工作。省财政厅会同

有关部门公布取消了7 个部门的 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针对向建筑企业乱收费、教育乱收费、向木材生产经营者乱

收费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减轻企业和群众的负担，改

善经济发展环境。四是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省政府颁布实施

了《黑龙江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票据管理办法》，着力

解决省内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票据管理混乱、执法主体不

明确等问题，财政部门开展了全省执法责任制检查考评工

作，狠抓制度的贯彻落实，加强行政处罚案件的审理工作，

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五是加

强企业财务监督。深入开展省本级25 户重点企业的效绩评

价工作，并对全省2002 年综合评价取得 B 级以上结果的企

业颁发了牌匾，为树立先进企业形象，加强国有企业监管，

维护国家财经纪律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六是加强财政投资评

审工作。全年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预算、决算和配套资金审

查项目31个，评审金额7.9亿元，节约资金9 717万元；完

成财政投资审查项目 174 项，查出违纪金额2 600万元。同

时，开展了省级预算单位银行账户清理工作，对109个一级

预算单位2 200个基层预算单位的银行账户以及财政厅内部

各单位的账户进行全面清理，共清理银行账户总数6 462个，

最终撤销违规账户526个，达到了摸清情况、查处违规行为

的目的。

七、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完善监督运营机制

一是重点推进首批 10 户企业改制重组。完成了黑龙江

乳品和亚麻集团出售以及北钢集团的托管工作，并积极做好

黑龙江龙涤集团、黑龙江毛纺厂等企业的改制工作。二是积

极推进授权企业资产重组。完成了省航运集团对滨港（集

团）的重组和股权结构多元化工作，并积极组织实施鹤煤建

安集团的移交工作。三是加强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在哈尔滨

产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上组建了省产权交易中心，下发了《关

于加强全省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构筑国有资本流动与重

组的服务平台，规范交易行为。四是完成监狱、出版、民航

等系统的清产核资，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各项事业发展奠

定了基础。五是开展省直行政事业单位账外资产清查。共查

出账外资产18.1亿元，进一步规范了资产管理行为，为部

门预算和政府采购的规范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据。六是积极探

索县级国有资产管理方式改革。推广安达市国有资产管理方

式，将资本运营与经营城市有机结合，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八、发挥地源地域优势，加快农业综合开发

一是较好地完成了项目建设任务。2003 年共完成中央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 4.3 亿元，完成中低产田改造105 万亩。

加强了抗旱水源建设，缓解了项目区的旱情，项目区农民人

均收入达到2 823元，比全省平均高出 298 元。二是促进做

大优势产业。对绿色食品及大豆、奶牛、肉牛、生猪、蛋

禽、果菜、亚麻、马铃薯等优势产业给予了重点扶持。特色

农产品和优势产业投入占农业开发投资的 70% 以上。三是

加强资金监管。对2000至2002 年全省农业开发项目进行了

全面验收和重点整改，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同时，在促进

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提高农业产业化组织程度、示范推广新

的栽培和养殖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效

果。科技园区建设、招商引资等各项工作也都取得了较好成

绩。
（黑龙江省财政厅供稿，张高成、徐金光执笔）

上 海 市

2003 年，上海市实现生产总值6 250.81亿元，比上年增

长11.8% ，增速为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连续12 年保持

两位数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92.98亿元，比上年增

长2.3% ；第二产业增加值3 130.72亿元，比上年增长

16.1% ，全年工业增加值2 767.1亿元，比上年增长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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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利润总额805.65亿元，比上年增长46.1% ；第三产业

增加值3 027.11亿元，比上年增长8%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2 452.11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2 220.64亿元，比上年增长 9.1% 。上海口岸进出口总额

2 012.0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1.2% ，市外贸进出口额

1 123.9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4.7 % ，增速均为历史最高水

平。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完成 58.5 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30.1% 。在沪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商投资性公司

和研发中心分别达到56 家、90 家和106家。上海国际航运

中心建设取得新进展，全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1 128.25万

标箱，比上年增长 31% ，上海港上升为世界第三大集装箱

港。

2003年，上海在经济结构优化和效益提高的基础上，

地方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全年完成地方

财政收入 886.2 亿元，比上年（同口径，下同）增长

32.5% ，完成预算的116.7% ，加上中央返还税收基数、其

他专项收入、补助和上年结转、调入资金等368.1 亿元，减

去定额上解中央122.89 亿元，收入总计1 131.44亿元；地

方财政支出1 088.44亿元，比上年增长25.6% ，加上部分区

县列支预算周转金1.7 亿元，支出总计1 095.14亿元。全市

财政收支执行结余36.30亿元。

一、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

（一）制定落实抗击“非典”的扶持政策。市财政部门

积极参与制定《关于降低非典型性肺炎对本市部分行业影响

的若干政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政策兑现落实到户，财政

资金拨付到位。全市涉及享受“非典”减免税政策的有

1 1526户企业，减免税款3.3亿元。

（二）实施推进再就业工程的政策优惠。在贯彻中央关

于进一步完善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上海从完善制

度、规范操作、便利纳税人的角度，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

措施的实施办法；建立、健全再就业企业认定审核制度，减

免税台账和减免税统计报表制度；简化减免税审批程序，加

强监督检查；在财税网站上开辟再就业专页，加大政策宣传

力度；落实促进就业社会责任体系，重点帮助就业困难对象

实现就业。2003 年，全年享受“再就业”政策的个体经营

户1 425户，减免税款589万元；共吸纳1 879人再就业，减

免税款1 794万元。

（三）出台并实施中低收入家庭购房贷款贴息政策。

2003 年12月 1 日，由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批转的《市财政

局、市房地资源局关于对本市中低收入家庭实行购房贷款贴

息政策的若干规定》开始实施。对人均年收入低于13 250元

的家庭，可以贷款方式购买一套每平方米单价不超过3 500

元、建筑面积不超过 90 平方米的商品住宅或每平方米单价

超过3 500元、但总价不超过25万元的二手房，给予最高可

享受购房贷款额 15% 或 10% 的财政贴息。2003 年，已有

606户家庭受惠于该政策，购房贷款额约7 500万元，享受贴

息额750万元。

（四）积极运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2003 年，上

海市财政部门提出进一步完善集成电路产业政策的措施和建

议，被上级决策部门采用实施。根据《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

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市财政部门制定具体操作

办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发开放。研究落实房地产开发企业

所得税政策，为上海全面贯彻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打

下了基础。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民人均减负 81 元；

免征农业税，进一步减轻农民税负1.4亿元。完善中小企业

贷款信用担保措施，建立保后检查制度、风险监控和预警机

制，累计为中小企业实施贷款信用担保项目共计1 763项，

担保贷款金额37.72 亿元。此外，根据国家先征反返政策，

会同财政部驻沪专员办，对155 户企业兑现扶持资金1.3亿

元；根据市级扶持政策，主要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吸

引金融机构落户等内容，兑现扶持资金5.7亿元。

（五）制定市与区县财税体制改革方案。一是促进发展，

保障调控。既充分发挥区县政府对辖区经济资源配置的体制

优势，又要把握全市公共支出均衡提升的财力调节，增强对

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分类指导，差

别政策。针对各区县在全市“科教兴市”和“四个中心”建

设中的不同战略定位，结合体制与政策的区域性目标分类导

向，分别试行财力分配差别政策。城区政策导向，突出发展

现代服务业；郊区政策导向，突出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农

业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三是规范支出，

合理配置。各区县将新增财力用于落实“科教兴市”、完善

社会保障、社会安全及增强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后劲

上。方案确立了适时分步全面实施“税收属地征管、地方税

收分享”的财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

二、优化支出保障

（一）完善部门预算编制审核管理。2003 年，上海市在

编制《2004 年市级部门预算编制》中，增加了“细化预算

编制”的要求，“专项经费”具体编制到“目”级科目。上

报市人大审核批准的部门预算增至 15 本，为全面落实市级

预算审查监督规定打下基础。

（二）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2003 年市财政部门梳

理并取消了一批企业收费项目，全年取消收费项目 45 项，

涉及金额6 500万元；明确取消国家及市规定不再审批的行

政事项收费项目。为帮助受“非典”疫情影响较严重的行业

克服困难，制定对旅馆、公共交通、出租汽车等行业予以暂

免征收养路费、贷款道路通行费等有关扶持政策；制定对失

业人员、下岗协保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和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生免收部分收费的优惠政策；取消对收容遣送人员的收

费。将59项缴入财政专户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明确纳

入国库管理，2003 年入库金额为 22.8 亿元，比上年增长

49.7% 。开展了对教育收费、企业收费等的专项检查。

（三）服务和规范政策采购。《政府采购法》正式实施

后。市采管办、政府采购中心组织举办了由预算单位、供应

商等单位参加的《政府采购法》学习、辅导班和系列座谈

会；对采购业务流程、评标程序以及招标文件、采购合同等

标准格式文件范本进行了修订；对市政府采购信息管理系统

核心模块作了相应调整。上海政府采购网第四次改版，细化

了公告信息的类型，年点击数突破 75 万人次，比上年增加

45% 。市级政府采购部门改革受理预算单位采购需求的方

式，由采购中心提供一门式服务。在抗击“非典”期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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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中心制定了防范“非典”的7 条规定，坚持落实各个采

购环节。2003 年市和区县两级共完成政府采购项目27 577批

次，采购金额90.5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1.22 亿元，增

幅为30.61% ；节约资金 8.33 亿元，节资率为 8.42% 。从

采购项目分，货物采购34.64 亿元，占 38.25% ；工程采购

52.19亿元，占57.63% ；服务采购3.73亿元，占 4.12% 。

（四）稳步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市财政部门大力理

清机关工资内收入项目，将工资直拨范围扩大至工资内所有

项目；对部分专项经费，如房屋租赁费、修缮费用、大宗公

务支出等支出项目进行国库直接支付调研，逐步扩大国库直

接拨付范围。指导区县试行国库单一账户清算办法，在闵

行、嘉定等区县率先推行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试点。2003 年 5

月底完成上海市财政国库收付中心和上海市部门资金收付中

心的组建工作，7月份在市级机关正式启动工资外收入集中

支付办法，即将市级机关公务员的个人工资外收入全部纳入

中心，由中心根据各单位提出的支付要求直接将工资外收入

支付到个人账户，加强收入分配透明度。

（五）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办法。上海市对困难区县的转

移支付主要目标是推进全市最低财力保障标准的顺利实施，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在确定转移支付对象上，首

次综合考虑了建设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财力关系、各区县的

公共支出投入力度及人均公共支出水平；二是在确定转移支

付数额上，首次引入公共支出领域倾斜的导向作用，逐步扩

大全市最低财力保障标准范围，提高保障水平，实现全社会

的均衡、稳定和协调发展。

三、强化税收征管

（一）税收收入再创新高。2003 年，全市税收收入完成

2 442.9亿元，比上年增长31.2% ，增收 581.3 亿元；税务

部门征收的税收收入（不含海关代征税收）1 828.1亿元，

同比增长 26.3% ，增收 380.4 亿元；计划口径税收收入

（不含海关代征税收、证券交易印花税）完成1 745.3亿元，

同比增长26.5 % ，增收366 亿元，为1995 年以来的最好增

长水平。税收收入特点：一是税收收入初步形成“持续、均

衡、协调”的发展格局。在上年高增长的基础上，2003 年

全市税收收入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年有 11 个月的增速超

过20% ，各月份之间收入增幅波动减小，呈持续、高速、

均衡增长态势。二是全市税收的“两个比重”逐年提高，税

收与经济良性互动。2003 年，计划口径税收收入占生产总

值的比重为28% ，比上年提高 2.5 个百分点；中央级收入

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为 54.7% ，比上年提高近 2 个百分点。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全市税收收入增幅继续高于

生产总值增幅。三是多元化格局进一步确立，税源结构更趋

合理。随着所有制结构的不断优化，全市涉外企业、股份制

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税收收入日益增长。2003 年，此三类企

业共实现税收1 364.3亿元，占计划口径税收收入的78.2 % ，

同比增长35.1% ，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达 96.8% 。从税收

的产业结构看，第二、第三产业税收并驾齐驱，协调发展。

全年第二产业实现税收 891.7 亿元，同比增长 25.9% ，增

收183.5亿元；第三产业实现税收 853.6 亿元，同比增长

27.2% ，增收182.6亿元。从税种结构看，流转税和所得税

同向扩张，且所得税权重稳步上升。全年流转税（增值税、

消费税、营业税）收入完成1 129.7亿元，同比增长25.2 % ，

增收227.3 亿元；所得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

税）收入完成 541.7 亿元，同比增长30% ，增收 125.1 亿

元。

（二）扩大普通发票有奖管理范围。2003 年，普通发票

有奖管理进一步推广到服务业、娱乐业和文化体育业中的部

分企业。有奖发票采用刮奖和摇奖两次开奖方式，最高奖额

分别达到1万元和50 万元。消费者依法索要发票的维权意

识明显增强，纳税人诚实守信的纳税意识显著提高。

（三）推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一窗式”管理。

从2003 年 8月 1 日起，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纳税申报“一窗式”管理。由申报纳税窗口统一办理原

来抄报税、纳税申报二个窗口的工作。纳税人按“先认证、

后抵扣”，“先抄报税、后申报”的原则办理增值税纳税申

报，税务机关在接收纳税人增值税纳税申报后，将金税工程

中的专用发票抵扣联信息和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销售发票信

息与纳税人的纳税申报表进行比对，发现问题，及时核查处

理。全市 27 个税务分局的 114 个征收单位的 381 个窗口，

全部实施了“一窗式”管理模式。截至2003 年底，在“一

窗式”管理票表稽核过程中，两项比对不符的户数累计有

16 191户，通过票表稽核两项比对查补的增值税收入有

5 620.49万元。

（四）实施金税工程建设规则。建立覆盖全市所有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的防伪税控系统，全市共纳入企业13.4万户，

圆满完成了国家税务总局下达的推广任务，进一步遏止和防

范了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偷骗税款违法活动，实现了对

增值税管理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五）进行税收专项检查。一是开展了整顿和规范税收

秩序工作，包括对集贸市场第二阶段的专项整治和打击制售

和购买使用假发票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工作；二是组织进行

了年度税收专项检查工作，开展了化妆品、护肤护发品行业

消费税专项检查，个人所得税专项检查，建筑安装企业、旅

行社企业所得税专项检查，建筑安装企业普通发票专项检

查，生产企业出口货物税收专项检查，预提所得税等六项税

收专项检查；三是全面完成了由国家税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

下达的重大案件协查任务；四是根据省市际协查函件，组织

了调查取证工作，并按时、按具体书证要求进行了回复，

2003 年，共组织协查216件，协查发票达15 000余份；五是

实施了个案的重点检查和日常性税收检查；六是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的统一安排，开展了税务稽查选案工作专题调研、普

通发票涉税案件专题调研、出口货物偷骗税案件情况的调查

分析、2000 年以来增值税案件的调研分析等四项税务稽查

涉税案件的专题调研工作。2003 年，全市各税务分局先后

对85 682家纳税户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税务检查，查有各类违

章、违法行为的计41 347家，依据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

作出了追缴税款、滞纳金和加处罚款合计13.74亿元的税务

行政处理、处罚。

（六）加强进出口税收管理。2003 年，上海完成国家税

务总局下达的退税指标 186.34 亿元，同比增加了 55.53 亿

元。其中：外贸企业退税 84.95 亿元；生产企业退税4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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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全市税务机关加强出口退税管理，克服“非典”疫情

和轨道4号线险情等突发事件的严重影响，比往年提前了近

3个月完成了出口企业的 2002 年度退税清算工作，清算期

间共审结5 100余户出口企业，涉及退税额86亿元，有力地

促进了本市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

四、健全财税信用

（一）加强预算信用评定。2003 年，上海市参加预算信

用等级评定工作的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共有120户，最终评出

市级预算信用等级“A”类单位 52 户，占全部参加评审户

数的 43.3% 。区县预算信用等级评定工作按照“两级政府、

两级管理”的原则，全部纳入各区县财政部门管理，有364

户预算单位参加了评定工作，共评出“A”类信用等级单位

34户。

（二）推进财务会计信用等级管理。市财税部门制定了

《上海市财务会计信用等级年鉴办法》，组织各级财政部门对

全市已评定财务会计信用等级的7 281户企事业单位进行年

鉴，复核检查被评定单位财务会计工作的整改情况，落实动

态跟踪的管理措施。2003 年全市共新评7 990户企事业单位

的财务会计信用等级，累计评定户数已达到15 271户。

（三）纳税信用等级年度鉴定。市财税部门制定下发了

《上海市纳税人纳税信用等级年度鉴定暂行管理办法》。截至

2003年 6月底，全市共评定 2002 年度 A 类纳税人4 631家

（全部上中国税务报公告），占正常纳税户的1.44% ；核定D

类纳税人2 269 户，仅占正常纳税户的 0.71% ；其余

97.85% 的企业均位于B、C 类纳税人行列中。

（四）进一步完善财务总监及各级会计人员委派工作。

市财税部门强化对财务总监任职资格认定的组织领导和组织

实施，开展财务总监工作环境及工作状况的专题调研，督促

财务总监加强责任意识，切实履行岗位职责。并在此基础

上，初步拟定《财务总监工作指南》，规范财务总监的工作

关系和工作重点。继续开展财务总监的岗前培训，2003 年

累计举办12期培训班，培训学员1 252名，初步形成了一支

具有职业道德和良好素质的中高级职业财务经理队伍。还协

助有关单位在上海成功举办第二届“崛起的财务总监”论

坛，加强了上海财务总监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各区、县财

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还根据各自情况，制定了行政事业单

位派驻财务总监试行办法，全程监控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情况，

加强对会计委派的后续管理，确保会计委派工作顺利实施。

五、推广网络信息技术

（一）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系统建设。2003 年 8 月上海市

财政局在充分研讨、模拟测试、业务应用实例测试以及业务

处室应用人员操作培训等大量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全面更新

升级市级财政预算管理系统。升级系统已应用的业务主要

有：1.支出预算管理业务，包括日常的支付申请、预算调

整（包括项目调整、结余项目重分配、待核指标的分配以及

预算追加）、政府采购结余项目的处理以及支出台账处理。

2.体制拨付申请、2% 医保资金拨付、调整审核、2004 年部

门预算基础资料整理。3.拨付审核、资金拨付、政府采购

及工资拨付申请、收入处理、账务处理等。同时，还组织开

发了有关应用软件，如国库单一账户的开发、耕地占用税的

软件开发、会计信息管理系统及票据管理系统的开发等。

（二）加强税务信息化建设。一是完善 CTA IS 系统。根

据市局业务处室和基层分层提出的 CTA IS 补充业务需求，

组织修改、调整，如 2003 年所得税改革，税银联网接口调

整，征管质量考核模块完善等内容近70 项，使系统更加成

熟与完善。二是开发税务监控系统。为实现对税收业务、行

政管理、外部信息等各类信息系统数据的综合分析利用，上

海财税局在国家税务总局推荐的监控系统基础上，结合本市

实际情况进行二次开发，9 月份选择闵行税务局进行试点，

11月份试运行，根据试运行情况对系统作了调整和完善；

12月 23 日召开了税务监控系统应用会议，组织了操作培

训，为2004 年全面推广奠定了基础。三是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一窗式”管理要求，实现了金税

工程与CTA IS 系统纳税申报数据共享。四是开展网上电子

报税和网上认证。2003 年，企业应用总户数已达96 746户，其

中12月份新增7 606户，涉及申报表数22.63万张，申报税款

44.32亿元，27个税务分局全部开通网上认证。五是推广免

抵退软件，此外，还组织开发了《个人购房贷款贴息管理系统》

等。

（三）加强财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一是开发“电

子财税信息系统安全体系”，二是拟定财税信息安全保障体

系方案及进行课题研究，三是完成区县财政预算管理信息系

统数据异地备份工作，四是建立了市局财政预算管理信息、

金税工程、O A、财税网站异地容灾系统，五是建立网络集

中监控系统，六是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六、加强队伍建设

（一）开展财税文化建设。上海市财税局组织了一系列

主题活动，举办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表彰宣讲会、开展“做

廉政公仆、促文明进步”廉政教育活动、举办领导干部财税

文化建设专题报告会、开展“读书明理、读书增知”活动、

组织上海财税系统从业人员文化倾向调查；举办上海财税系

统第五届职工运动会，新年音乐会、领导干部双月文化讲

座、组建财税图书馆；出版《上海财税图集》和《改革开放

的上海财税》、上演话剧《第五天神》、拍摄以宣传有奖发票

为主题的电视短片、在财税网站上增设文化建设频道等，搭

建财税文化与外部信息交流平台。

（二）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市财税局先后下发了

《科级非领导职务管理办法》、《关于实行领导干部任职试用

期制度的实施办法》、《关于实行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的实施

办法》、《关于实行干部差额考核和考察预告办法》等。开展

了处、科级干部任职前公示，科级干部竞争上岗工作，进一

步推进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

（三）深化税务系统政风行风评议。2003 年，在上海市

政风行风测评中，税务系统总评分在全市15个部门中排序第

三。测评结果显示：19个区县税务局政风行风测评总体评价

分86.15 分，市总体评价分 82.68 分，比 2002 年增加 3.38

分，高于市总体评价分3.47分；满意率88.91% ，比2002 年上

升5.08个百分点。有17个单位满意率达到80% 以上。

（上海市财政局供稿，施永培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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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2003年，江苏省实现生产总值12 451.75亿元，比上年

增长13.5% ，人均生产总值突破2 000美元。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1 106.78亿元，比上年增长3.5% ；第二产业增加

值6 782.25亿元，比上年增长 17.2% ；第三产业增加值

4 562.72亿元，比上年增长11.7 % 。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5 335.8亿元，比上年增长 38.6% 。全年进出口总额

1 13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61.7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 566.5亿元，比上年增长13.7% 。

2003 年，全省财政总收入1 968.92亿元，比上年增长

23.1 % 。其中，一般预算收入798.11亿元，列全国第三位，

增长27.8% 。全省财政一般预算支出1 047.68亿元，比上年

增支187.43 亿元，增长16.6% 。全省财政继续保持收支平

衡。

一、贯彻“两手抓”方针，主动服务发展和防

疫抗灾

2003年春，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江苏省各

级财政部门迅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一系列指示精

神，大力调整支出结构，积极筹集“非典”防治资金 13 亿

多元（其中省级 2 亿元），用于对“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例

的免费治疗，卫生防疫实验设施配备，定点医院、发热门

诊、隔离观察室应急改造和急救设备购置，向相关医务人员

和防疫工作者提供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等，充分发挥公共财

政的职能作用。面对淮河流域、里下河等地区发生的 1954

年以来最大洪灾，财政部门迅速调度资金，累计拨付抗灾救

灾经费 6亿多元，保证灾区群众有饭吃、有房住，确保大灾

以后无大疫。

针对疫情灾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财政部门一手抓支持防

非抗灾不放松，一手抓促进发展不动摇。会同有关部门抢抓

经济恢复性增长先机，对受“非典”影响较大的 8个行业果

断制定财税扶持政策，及时出台 8 条激励政策和应对措施，

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维护经济发展大局。为有效遏制财政

收入增幅一度回落的趋势，在全省及时部署财政增收节支工

作，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确保完成全年预算任务。对受

洪涝灾害影响较大的地区，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落实农业税灾

歉减免政策，积极安排灾歉减免资金，支持和补贴受灾农民

灾后恢复生产，努力把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

度。

二、研究和制定加快全省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

措施

（一）制定奖励政策，促进沿江经济发展。按照江苏省

委、省政府确定的沿江开发战略，省财政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了沿江开发奖励政策实施细则。对沿江重点开发区、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形成产业集聚的特色项目等，由省、市、

县财政按规定分别予以奖励和财政补贴；对新开国际航线在

运营初期给予财政补贴。研究财税政策措施，鼓励苏南跨江

开发，推动长江两岸联动开发。

（二）实施政策倾斜，增强苏北发展能力。保障苏北经

济欠发达地区基本运转，并开始注重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

一是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确保苏北地区正常运

转。2003 年省财政对苏北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合计 53.7

亿元，其中：转移支付 26.7 亿元，专项指标补助27 亿元。

二是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降低扶持苏北门槛。省财政

从苏北实际出发，适当放宽苏北项目的入选条件，实施较为

灵活的资金配套政策。三是调整财政分配投向，支持苏北发

展。农村中小学教育布局调整资金的绝大部分、星火计划项

目贴息资金的 70% 、农业产业化等农业专项资金的 50% 、

扭亏增盈贴息资金和重点技术改造贴息资金的 40% 以上投

向了苏北地区；60% 的农业综合开发延期还款指标、75% 的

呆账核销指标，用于缓解苏北农业综合开发债务压力。

（三）合理利用财政资金和财政政策，引导各类经济主

体竞相发展。一是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拉动投资

增长。下达国债技改转贷项目 56 项，国债资金 1.78 亿元，

转贷地方国债2.72亿元；安排省重点技改贴息资金1.18亿

元，项目317个；对159个省级工业经济新增长点项目，安

排贴息2 500万元。二是加大科技投入，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省财政安排省软件和集成电路专项资金、新产品开发补助资

金、火炬星火计划贴息等资金9 400万元，推动高新技术成

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三是鼓励企业扩大出口，扶

持外贸企业发展。按照政策规定，对省级出口企业应退未退

税的资金占用给予专项支持，对省级出口创汇增长较快的企

业进行奖励，对省属外贸企业出口信用投保支出给予补助。

四是积极开拓引资领域，扩大引资规模。全省正常开业投产

外资企业已超过1.5 万户。五是扶持中小企业、民营经济，

鼓励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落实国民待遇，清理规范涉及

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收费。建立省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

金，提供融资服务。实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计划，支持

和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循环。

三、重视“三农”，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是支持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不断改善农村的生产

条件。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实施农

村桥梁和县乡河道清淤项目，全省投入资金 3.6亿元，修建

农桥1 385座，疏浚河道 1.15 亿方。二是促进农业结构调

整，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省财政投入2.26亿元，

全面加强农业三项工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和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建设，大力推进科技兴农；投入 1.35 亿元，支持农

业产业化、外向型农业、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检验检测体

系的建设，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三是减负与

增收并举，增加农民收入。1.减轻农民税赋。在稳定农业

税政策的基础上，采取取消农业特产税、改征农业税和减免

种田大户负担等措施，2003 年全省农民税费负担比上年下

降5.7 % ，加上落实农业税灾减政策，农民税费实际负担较

上年下降13.7% 。2.实行粮食直补试点。选择丰县、盱眙、

阜宁、灌南、宿豫等五个粮食主产县开展粮食直补试点，省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政共安排直补资金4 000万元。3.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省财政安排1 800万元支持苏中、苏北地区农民的职业技能

培训，为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条件。4.办好惠及农民

的三件实事。从 2002 年起三年内省财政安排6.35亿元（农

村草危房改造补助8 500万元、农村改水补助 1.2 亿元、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4.3亿元），对32个省财政转移支付县

（市、区）和黄茅老区实施补助。省财政会同有关部门研究

制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实行封闭运行，专款专用。5.

积极开展扶贫小额贷款发放工作。全省扶贫小额贷款总额达

1.8亿元，9万农户得益受惠。

四、关心困难群众，增强社会保障能力

一是巩固“两个确保”成果。2003 年，为确保企业离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江苏省财政对 34 个困

难县（市、区）补助资金 8.82 亿元，并会同有关部门开展

企业缴费工资基数检查，清理欠缴、漏缴养老保险基金

1.89亿元；为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正常发放，

各级财政安排资金 3.82 亿元。二是城市低保应保尽保。全

省用于城市低保的补助资金达 3.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52.7% ，33.2万人次享受了低保补助。完善城市低保救助

体系，在子女上学、看病就医、水电费补助等10 多个方面

对保障对象实施优惠与减免。根据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适时

提高低保补助标准，积极探索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保体系。

三是加大对就业再就业工作的支持。各级财政用于再就业的

资金达到5.03亿元，其中：省财政支持再就业专项补助资

金由年初确定的9 000万元实际增加到1.5 亿元。全省各级

财政安排1.29 亿元建立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担保基金，

为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提供小额贷款担保；贯

彻落实再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对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给予

税费减免；实施社会保险补贴和就业服务补贴，加强全省

再就业信息网络和劳动力市场建设，构筑再就业工作平

台。

五、扎实组织实施，深化各项财政改革

（一）巩固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对32个省财政转移支付

县（市、区）和黄茅老区标准行政村村级经费不足 6 万元

的，省财政予以补足，保证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实行村级三

项资金专户管理，保证专款专用。全面推行农业税大厅征收

和定时定点征收方式。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从体制上上划

到县级财政，建立“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加强涉农负担检查，严防农民负担反弹。

（二）深化、细化部门预算改革。在保障省级部门正常

运转的基础上，创新省级部门预算编制方式，细化项目预

算，对专项资金初步实行项目库管理；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

关键标识的人员基础信息库，促进基本支出预算的标准化、

科学化。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和办法，进一步规范收入预

算、专项资金、基础信息库、项目支出预算申报等方面的管

理，为构筑完善的部门预算编制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全省

各省辖市及大部分县（市、区）也都推行了部门预算。

（三）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在做好 6 个部门试

点工作的基础上，2003 年四季度进一步扩大到 16 个部门

124个试点预算单位。苏州、淮安、南京三市市本级国库集

中支付试点工作进入实施阶段。吴中、太仓、江都、兴化等

地也积极开展了试点工作。

（四）深入国有企业改革。2003 年，全省各市、县国有

中小企业的改制基本完成，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改革也

已全面推开。各地通过加快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积极培育

大企业大集团，发挥大企业大集团资本集聚作用、主导产业

的支撑作用和对中小企业的拉动作用。

（五）加强财政监督检查。建立了专项资金、财政专户

和会计核算管理办法，重点加强对农业、社会保障、教科文

等领域的支出监管，对部门预算、财政专项支出、转移支付

资金、收入管理、会计基础管理等重点领域和重大事项组织

开展了专项检查。

（江苏省财政厅供稿，李 宇执笔）

浙 江 省

2003 年，浙江省实现生产总值9 200亿元，比上年增长

14%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722亿元，增长2.7% ；第二

产业增加值4 830亿元，增长16.8% ；第三产业增加值3 648

亿元，增长13.2% 。人均生产总值19 730元。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4 947亿元，增长38.1%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 157亿元，增长10.9% 。进出口总额达614 亿美元，增长

46.4% ，其中出口 416 亿美元，增长 41.5% 。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3 180元，增长11.9%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5 389元，增长7% 。

在全省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基础上，2003 年，全省实

现财政总收入1 468.89亿元，增长25.9% 。其中地方财政收

入706.56 亿元，增长 24.7% 。上划中央“四税”收入

762.33亿元，增长27.1 % 。财政总收入位列全国省市区第

4位，地方财政收入位列全国省市区第5 位。地方财政支出

897.12亿元，增长19.6% 。财政支出位列全国第5 位。财

政总收入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97 % 。全省财政

预算收支平衡。

一、大力组织财政收入，做大“蛋糕”

（一）加强各税种管理。一是推进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

扩面工作。2003 年，全省一般纳税人达 13.86 万户，比

2002 年增加2.92万户。二是强化企业所得税税源、税基管

理，严格税前扣除项目审批，抓好新办企业的管理，提高所

得税预缴率。加大反避税力度，推进预约定价管理、情报交

换等试点，全年共实施反避税调查115 户，调增增值税和所

得税3 129万元。三是合理确定营业税起征点，加强分行业

管理。四是试点应用个人所得税全员管理信息系统，依托信

息化深化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做法得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的肯

定。五是制定个人独资、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办

法，促进税负公平。

（二）加快网上等申报体系建设步伐。至2003 年底，国

税系统实行网上申报、电话申报和银行网点申报企业比例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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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96% 以上；地税部门已有32 500家企业应用了网上申

报，已有4 000多户超定额个体户采用了电话申报；“12366”

受话达56 731人次。

（三）开展各项专项检查。开展以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

况、省级税收收入专项检查情况、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执

行情况、稽查案件查处情况为重点的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

了税收政策执行、征管秩序和执法行为。加大对涉税大要案

的查处、移送和曝光力度。与公安等部门合作，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打击制售假发票和建筑安装企业偷税等涉税犯罪专项

行动。全省各级税务部门累计检查企业17 144户，查补税额

7.8亿元，查处涉税额 100 万元以上大要案 93 件，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案件558件。

（四）加强农业税收征管。在全省40 多个市县推广应用

农业税收征管软件。组织各市县对近几年来出台的契税政策

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规范管理。2003 年，全省农业四税收

入完成73.18亿元，增长51.7 % ，其中契税47.82亿元，增

长58.61% 。

二、完善省对市县财政体制

自2003 年 1月1 日起浙江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激励

与约束相结合的“两保两挂”、“两保一挂”财政政策，期限

暂定为3 年。

（一）完善财政体制遵循的四个原则。一是划清事权，

分级负责，建立健全分税制基础上的公共财政体制；二是积

极稳妥，略调增量，充分兼顾省市县利益关系；三是化繁为

简，规范转移，进一步完善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理财机制；

四是属地征收，统一透明，促进税收征管秩序优化。

（二）确定收入基数及划分。收入基数以2002 年市、县

（市）财政收入决算为基础，经调整上下划收入后确定。上

下划收入以该项收入2002 年实际缴库数为基数，并据此调

整市、县（市）上交省财政的数额或省财政对市、县（市）

的补助数额。省级收入为：全省电力企业（不包括市县及以

下单位开办的小水电）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地方分

享部分，全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全省银行

及保险、证券等非银行金融企业（不包括交通银行、城市商

业银行和城市、农村信用社）缴纳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等

地方分享部分，与杭州市实行总额分享的省级收入，跨地区

经营、集中缴纳所得税等地方分成部分（市县按投资比例应

得的收入分成，年终由省财政结算返还），省级各项非税收

入和各类基金收入。市、县（市）级收入：除规定为中央和

省级以外的收入，包括市、县（市）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农业税、契税等；市、县（市）各项非税收入和各类基金收

入。

（三）收入分成办法。1.固定上交。市、县（市）原体

制上交以及分税制增收上交省部分，以 2002 年决算数为基

数。2.增量分成。2003 年以后，杭州及其他市、县（市）

地方财政收入超过 2002 年收入基数的增量部分，省与市、

县（市）实行“二·八”分成，即省得 20% ，市、县（市）

得 80% 。继续对少数贫困县和海岛县作适当照顾。3.税收

返还。上划中央“两税”收入税收返还以及所得税收入税收

返还按原定办法执行。4.总额分享。原由省直接征收和杭

州市代征的省级收入（不包括电力、金融业及跨地区经营、

集中缴纳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和储蓄存款利息所

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各项非税收入和各类基金收入），并入

杭州市，全部由杭州市税务部门组织征收管理，省与杭州市

根据2002 年各自所占的收入份额，按比例实行收入总额分

享。
（四）“两保两挂”、“两保一挂”政策主要内容。一是

“两保两挂”补助和奖励政策。将原“两保两挂”补助和奖

励、“两保两挂”财源建设技改贴息补助、“三保三挂”城市

化专项补助等政策整合归并为“两保两挂”补助和奖励政

策，适用范围为原实行“两保两挂”的 30 个市、县（市）。

对“两保两挂”市、县（市）在“确保实现当年财政收支平

衡、确保完成政府职责任务”的前提下，实行省补助和奖励

与其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增收额挂钩的办法。具体为：市、

县（市）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1% ，省补助也相应增长，对

市、县（市）按地方财政收入比上年（环比）增收额的一定

比例实行奖励。二是“两保一挂”奖励政策。对原实行“两

保两联”的 33个市、县（市），在“确保实现当年财政收支

平衡、确保完成政府职责任务”的前提下，实行省奖励与其

地方财政收入增收额挂钩的办法。具体为：对市、县（市）

按地方财政收入比上年（环比）增收额的一定比例实行奖

励。三是固定补助。为规范体制结算、简化手续，从 2003

年起，将税务经费等原单项结算的体制项目以及 2001 年财

力性专项增列“两保两挂”计算的补助数，以 2002 年决算

数为基数，作为固定补助。城市维护建设税增收上缴返还补

助政策维持不变。

三、深化各项财政改革

（一）继续扩大部门预算编制范围。2003 年，浙江省

级部门预算编制范围扩大到 18 个部门，对所有省级部门

试编政府采购预算。并开始编制 2004 年度省级部门预算，

2004年度省级和30 个市、县（市）全面实施“零基法”的

部门预算。对省属高校继续实行生均定额法分配预算资金；

基本建立了省级预算定额体系，行政单位预算定额由人员支

出定额、日常公用支出定额、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定额组

成，事业单位预算定额按院校类、医院类和其他事业类划

分。
（二）稳步推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对18个省级部

门所属200个二级单位的预算资金试行国库直接拨付管理，

不再由主管部门转拨。继续做好省级政府采购资金和基建资

金直接拨付管理工作。

（三）对纳入集中核算的省级单位试行远程结报办法及

开展公务用卡试点。在对省纪委、省劳动保障厅和省民政厅

三家单位试点的基础上，2003 年，浙江省分两批对 99 家单

位实施了远程报账，分别于7月 1 日和10月 8 日全面实施。

为加强纳入集中核算单位的备用金管理，减少现金流量，确

保资金安全，制定了“省级机关会计集中核算单位公务用卡

试点方案”，选择省林业局和省广电局两家单位进行了“公

务用卡”的试点。为加强纳入集中核算单位的支票管理，减

少单位借用支票风险，试行建设银行电子（网上）银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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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支付，并制定了“省级机关纳入集中核算单位电子银行

操作规程”，为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作前期准备。

（四）全面落实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2003 年，浙

江全面取消乡镇“五统筹”、农业特产税及各类集资，认真

做好农业税据实征收工作，及时核减计税土地，加大对欠发

达地区农业税减免力度。省财政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资金7.21 亿元，安排361 个经济欠发达乡镇农业税减免补

助4 814万元，核减各类“有税无地”农业税计税土地91.87

万亩。到2003 年底，全省农村税费改革总减负达到 23.62

亿元，人均负担从改革前的 92 元下降到 32 元，减幅达

65% 。“三个确保”得到较好落实，促进了公共财政向农村

延伸，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效。

（五）认真贯彻《政府采购法》，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规

模。提出2003 年浙江省政府集中采购的目录和采购标准，

并经省政府采购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执行。其中省本级

的集中采购目录由原先的20项增加到26项，同时对不在集

中采购目录之内、单项金额在 20 万元以上货物类、服务类

项目和50万元以上的工程类项目，也依法纳入政府采购。

2003年，全省采购金额为 92.56 亿元，实际采购合同金额

80.21亿元，资金节约率为13.34% 。

四、统筹安排，确保重点支出需要

（一）筹措资金，大力支持抗击“非典”。全省各级财政

部门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特事特办，重点保证各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必要的装备设施购置、应急鉴别诊断、现场处置和

防护工作的资金需要，全省共筹集防治“非典”资金 5.76

亿元，其中各级财政安排 4.42 亿元，省级财政安排4 980万

元。

（二）确保省级行政政法机关正常运转。按照“保证重

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和省人代会确定的支出增长比例，积

极落实行政、政法机关履行职能所需经费，尤其是政法部门

办案经费。2003 年，省级财政安排公检法司经费 15.84 亿

元，比上年增长28.6% ；安排行政管理经费 4.91 亿元。从

而有力地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稳定。

（三）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确保全省 127 万名企业离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全面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再

就业政策。2003年，省级财政安排促进就业专项资金5 000

万元资金，比2002 年增加3 750万元；地方各级财政安排再

就业资金6.5亿元；落实省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项补助资

金5 000万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投入达到 3.5 亿

元；为推动农村“五保户”和城镇“三无”（无法定抚养义

务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对象集中供养工作，全省

各级财政安排改扩建资金7 000万元，省级财政通过“以奖

代补”方式给予1 800万元专项补助。

（四）支持科教文事业发展。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

“科教兴省”战略和建设“文化大省”的有关资金投入政策

及关于2003 年预算编制的总体要求，省财政对教育、科技

两部门预算及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单位预算以

2002 年支出数为基础按 12.8% 的比例增长安排。核定农村

中小学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安排扶困助学专项资金，建立贫

困人口助学机制。安排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专项资金

1 亿元；安排省级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 1.34 亿元以及文

化事业建设费3 322万元，支持事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重点

建设的需要。

（五）积极支持重点工程建设，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2003年，全省各级财政部门筹措财政性建设资金 19.53 亿

元，重点用于万里清水河道、千万农民饮用水、千库保安、

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高速公路以及“康庄工程”等一批工

程项目的建设。其中仅省财政安排用于“千库保安工程”1

亿元；“万里清水河道工程”5 000万元；“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4 000万元。安排欠发达乡镇奔小康专项资金

9 000万元。对于省级基建项目，严格按照基本建设计划、

基本建设支出预算、基本建设程序和工程项目建设进度拨付

资金，累计拨付省级基本建设资金 7.60 亿元，保证了省人

民大会堂配套工程、省老年大学、黄龙体育中心二期、浙江

美术馆等一批省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五、发挥财税宏观调控职能，支持经济发展

（一）认真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2003 年，浙江省

共向中央争取国债专项资金16.12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

金7.82亿元），重点用于公检法司、浙东标准海塘二期、钱

塘江干堤加固工程、桐庐分水江水利枢纽工程、农村公路和

污水治理、垃圾处理等一大批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发挥了

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努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2003 年，全省各

级财政部门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

设、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业产业

化经营等重点农业项目的支持力度。全省支农支出59.86亿

元，比上年增长 18.6% 。全省农业综合开发总投资 14.63

亿元（其中省以上财政资金4.35 亿元），投入土地治理项目

5.45亿元，多种经营项目8.68亿元。农业综合开发建设土

地治理项目 86.7万亩，扶持多种经营及产业化龙头项目 66

个。积极筹措水利建设基金、造地改田资金等财政支农专项

资金，全年省级水利建设基金支出实际安排 2.08 亿元，造

地改田资金支出计划4.20 亿元，省级移民扶持资金支出计

划5 250万元。认真研究和利用“绿箱”、“黄箱”政策，在

W TO 农业协定允许的范围内，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

度。其中省财政安排8 000万元，支持发展特色优势农产品，

支持农、林、水、畜产品基地的标准化、绿色化、设施化等

建设；安排5 000万元，支持种子种苗产业化发展，建设好

省级种子种苗基地。进一步深化农业特产税改革，制定了

《关于做好农业特产税改为征收农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决

定自2003 年起取消农业特产税税种，对原在非计税土地上

征收农业特产税的部分农业特产品改为征收农业税，改征部

分不征收农业税附加。

（三）认真贯彻落实各项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为促进

受“非典”影响的行业和企业恢复生产和经营，省财政厅会

同省物价部门下发了《关于防治“非典”期间对部分行业减

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全省

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公路运输、水路运输、出

租汽车等行业减免了21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15项政府性基

金，减免税费达5.6 亿元。积极参与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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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措地方配套省级粮食风险基金1.93 亿元，确保粮食生产

安全。有效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支持城建、

环保、港口码头等重点项目建设。根据《浙江省先进制造业

基地建设规划纲要》，修改制定了《浙江省建设先进制造业

基地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经过专项审计后的项

目，2003 年省财政共安排1.65 亿元资金，支持先进制造业

基地的建设。继续大力支持和促进海洋经济、民营经济和以

旅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加快发展。

（四）认真做好出口退税工作，支持外贸出口。全年各

级税务机关累计办理出口退税 329.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98.29% 。继续实施出口退税托管贷款办法，出具应退未退

税款证实书9 969份，累计金额197 亿元。鼓励企业设备投

资国产化，对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抵免企业所得税等

政策，全年共办理各类企业先征后退和减免退税109亿元。

六、强化国有资产管理

（一）深化省属企业改制，推进24家省级国有资产营运

机构改革和重组。规范有序地做好省轻纺集团整体改制，顺

利完成省石化集团与省建材集团的合并重组工作，积极帮助

企业做好改制的政策咨询和改制方案的前期论证，及时审核

批复不良资产划转、非经营性资产剥离、社保基金、经济补

偿金、医疗费用的提留和股权设置，并制定《关于省属国有

企业改制有关费用提留问题的通知》。按照《省属国有企事

业单位核销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03 年省发展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接收划转资产7.51亿元。

（二）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完善国有资产授权

经营制度建设。对已实行授权的21家国资营运机构 2002 年

度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情况进行考核。根据省审计厅委托中介

机构年报审计核实的资产情况，经审核计算，除三狮集团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低于核定指标外，其他 20 家集团均超额

完成了保值增值任务。2002 年底，21 家集团期末国有资产

总额为 484.54 亿元，比年初增加 46.44 亿元，增 长

10.60% ；期末考核口径经营性净资产355.27亿元，剔除客

观因素增值21.34亿元后，比年初数增加20.46 亿元，增长

6.53% 。并按照规范、透明、年薪收入与风险责任对称的原

则，制定《浙江省省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考核和经营者年薪

核定暂行办法》，从2003 年起执行。新《办法》将效益年薪

与年度完成的国有资产增值率直接挂钩。

（三）完成2002年度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年检和资产

评估项目统计汇总工作。按照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企业产权登记年检工作，依法确认国家对国有资产

的所有权和企业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权利。全省（不包括

宁波）参加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年检的企业总户数为4 732户，

资产总额4 799亿元，负债总额2 812亿元，净资产1 987亿

元；国有资产总额为1 720亿元，其中：国有独资企业1 208

亿元，国有控股企业 432 亿元，国有参股企业 80 亿元。按

照国务院国资委的要求，对全省资产评估项目统计工作进行

了认真的布置和审核汇总。2002 年度，全省（不包括宁波）

经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备案的项目为391项，评

估前账面资产总额为163.45亿元，净资产为39.9 亿元，评

估后资产总额为 170.64 亿元，净资产为 47.43 亿元，增值

率分别是4.37% 和18.87% ；核准的项目为138项，评估前

账面资产总额为99.45亿元，账面净资产为34.16亿元，评

估后资产总额为102.24 亿元，净资产为37.03 亿元，增值

率分别是2.81% 和8.4% 。

（四）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至2003 年 4月

全面完成了历时两年的行政事业单位清产核资工作，全省共

21 430户行政事业单位进行了清产核资。在清产核资中，全

省对各类资产盘盈、财产损失、资金挂账进行了清查分类，

共核批盘盈资产91.77亿元，核批盘亏及资产损失 59.98 亿

元。在此基础上，开展国有资产重新占有产权登记，依法确

认国家国有资产所有权和各单位使用权。为规范省级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制定了《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处置管理试行办法》。

（五）开展效绩评价工作。对各市和省级有关企业集团

开展内部效绩评价工作。全年共有 25 家省属企业集团对

336户下属企业开展了内部效绩评价。其中开展综合评价19

家集团，实际评价下属企业 176 户；开展基本评价 6 家集

团，实际评价下属企业160 户。按全行业标准值评价，评价

等级为优26户，良125户，中124户，低28户，差33 户。

七、加强财政监督

（一）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制定了《浙江省省级单位非

税收入收缴管理暂行办法》；建立省级财政非税收入收缴银

行账户体系，取消现行各执收单位开设的各类预算外资金收

入过渡户，取消原对一些单位实行的预算外收入按一定比例

留成、不上缴财政专户的管理办法。省级单位非税收入收缴

实行收缴分离和集中汇缴。对省公安、法院、工商、环保、

计划生育等5 个执收执罚部门收取的 7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其他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预算，全额上缴国库。规范预算单

位银行账户管理，加强收费票据和财政专户管理，建立健全

财政专户及结算户上缴下拨制度，加大财政专户监管力度，

全年省级预算外资金通过财政专户征收数为73.17亿元，非

税收入上缴财政专户的比例达95% 以上。

（二）加大对省重点建设项目和重大财政投资项目的财

政财务管理力度。从建设项目的立项开始，实行全过程的跟

踪问效机制，从筹资、拨款、结算、决算四个方面实行财务

监督。积极参与省人民大会堂配套工程、省黄龙体育中心、

省老年大学、浙江美术馆、省府大楼幼儿园和信访接待楼等

省重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扩初设计、项目招投标、工程概

预算等工作的审查。

（三）加强国债贷款项目规范化管理。建立项目执行监

督检查机制，提高项目执行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率。做好国债

转贷项目的还贷承诺、资金拨付等工作。做好与省级部门和

市、县（市）1998～2002 年国债转贷资金协议的签订工作。

进一步规范国债专项资金项目的财政财务管理，配合审计署

上海特派办等有关部门加强对国债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检查，落实跟踪问效，确保国债资金安全有效使用。根据

《浙江省国债转贷资金还贷准备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

建立了省级国债还贷准备金 1 亿元，并积极指导市、县

（市）建立国债还贷准备金制度，逐步建立有效的还贷机制。

同时，加强国债转贷资金还本付息工作，及时催缴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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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2003 年共向财政部还本付息2.35亿元。

（四）加大当年到期、逾期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有偿资金

的催收力度。截至2003 年12月5 日，共回收到期资金1.44

亿元，占到期应回收资金的 89% 。并根据财政部有关文件

要求，组织各市县开展申报2001 年以前中央财政农业综合

开发有偿资金呆账核销工作。经财政部审核批准，2003 年

全省共核销呆账资金1 367万元。

（五）做好工程预决算评审。委托省财政投资工程预决

算评审中心对省级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工程预决算评

审，2003年共委托审查工程预决算总额 28.40 亿元，核减

额6.42亿元，核减率为22.63% 。通过评审，对财政投资

项目的可行性和财政资金的合理、节约使用进行把关，提高

了投资效益。

（六）加强会计工作管理，努力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

大整顿和规范会计秩序力度，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

和会计诚信建设。全省共审批会计师事务所 30 家（其中：

合伙所16家，有限责任所14家），分所13 家，合并和终止

1家。到2003 年底，全省共有会计师事务所 206 家，其中

合伙所54家，有限责任所 152 家；资产评估所 190 家，其

中专营资产评估所100 家，兼营所 90 家。全省从业注册会

计师2 259人，从业注册评估师1 122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会计职业道德知识竞赛活动，全省共发放试卷和答题卡

18.5万份，回收答题卡18.23 万份。进一步深化会计技术

职称改革，行政机关高级会计师考评结合试点工作迈出实质

性步伐。2003 年，浙江全省报名参加高级会计师考试人数

为5 195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3 517人，出考率为67.70% 。

达到国家合格标准的人数为1 610人，占实际参考人数的

45.78% 。同时，为提升全省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实行全

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分层次培训办法，2003 年，全省有106

万人次参加了各类继续教育培训。根据财政部的统一部署，

继续采取上下联动的方式，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全省共

对432家企事业单位的会计信息质量和46 家会计师事务所

的执业质量进行了检查，共查出资产不实 14.4 亿元，所有

者权益不实 5.8 亿元，利润不实 1.9 亿元，并查补税款

1 800万元。

（七）规范彩票发行。全年共批准即开型大奖组销售方

案80个，其中体育彩票30 个，福利彩票 50 个。对部分市

县彩票管理人员进行培训，进一步提高彩票监管人员业务水

平。2003 年，全省体彩、福彩两中心共发行彩票 25.22 亿

元，其中体彩16.73亿元，福彩8.49亿元。

（八）加强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偿债工作的管

理，健全政府外债风险防范机制和债务预警机制。全年组织

归还财政部贷款本金 1.45 亿美元，付息付费4 043.21万美

元。对相关项目欠款通过财政预算进行扣款，扣款总额为

4 410.17万元人民币。

八、提升干部队伍综合素质

2003年，全省各级财政部门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深入开展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并

根据财政税收改革的新形势，加强对各级领导的业务培训。

省财政厅与省委组织部联合举办了全省分管财税工作市、县

（市、区）长研讨班，新任市县财政局长培训班，进行了全

省财政地税改革的形势和任务、公共财政和税收体制的改革

与发展、政府举债及财政风险的防范等知识讲座，交流、研

讨了科学聚财理财、规避财政风险的经验与做法，使各级领

导更深入地了解财政地税知识，更好地支持财政地税工作、

宣传财政地税政策。同时，在表彰部级和省级先进单位和先

进工作者的基础上，组成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大力宣传财

政系统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

（浙江省财政厅供稿，吴小明执笔）

宁 波 市

2003 年宁波市实现生产总值1 769.9亿元，比上年增长

15.3%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1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4.0% ；第二产业增加值1 007.0亿元，增长18.0% ；第三产

业增加值 650.9 亿元，增长 13.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837.6亿元，增长 39.3% 。投资增幅是 1995 年以来的最高

水平。全市自营进出口总额 188.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53.3% 。其中：出口120.7 亿美元，进口 67.4 亿美元，分

别增长 47.9% 和 63.9%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21.5亿元，增长12.7%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0 463

元，比上年增长11.3% 。

2003年全市完成财政总收入 3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9% ，完成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3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8%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139.4 亿元，增长 32.4% ；

中央财政收入185.6 亿元，增长 21.2% 。各主要税种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全市财政总支出 187.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1% 。按现行财政体制结算，实现当年财政收支平衡，并

略有结余。

一、夯实基础，税收征管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2003 年全市国税系统组织税收收入（不含海关）

193.92亿元，比上年增长20.34% ，全市地税系统组织地方

税收收入117.82亿元，增长27.35% 。

（一）加强税收基础工作。重点税源管理范围不断扩

大，重点监控户由2002年不到100 户增加到2003 年的 305

户，税务登记管理更趋规范，税务协管网络进一步完善，基

础征管资料不断健全，税收分析和计会统工作得到加强，征

管质量考核不断进步，促进了地税征管水平的提高。各县

（市）区也加大工作力度，慈溪市建立了四位一体的税收征

管模式，审核评税效果明显，余姚市实现了工商地税联

网，税收户管基础工作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质量明显提

高。
（二）优化税收服务。宁波市税务部门紧扣依法诚信纳

税，共建小康社会的宣传主题，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新颖、

注重实效的税收宣传工作，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鄞州区税

收宣传妙语征集和镇海区室内系列剧被国家税务总局评为优

秀税收宣传创新项目。创新税收辅导形式，开通了“12366”

咨询热线，2003 年，接入咨询电话 2 万余个，办结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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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12366”成为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沟通的桥梁。贯彻

落实下岗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创造良好

的税收环境。做好抗击“非典”税费减免政策的实施工作，

减免各种税费和基金2亿元左右。

（三）加强以查促管。全市国税部门先后开展了商贸企

业、化妆品及护肤护发品行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

生产企业等6项税收专项检查，严厉打击制售假发票涉税违

法活动，查处了“3·20 税案”、“余姚税案”、“宁海洗白发

票案”等一系列大要案，共检查纳税户7 015户，有问题

5 806户，查补税款1.67亿元，滞纳金499万元，罚款9 636

万元。地税部门加强税收征管与稽查紧密协作，查管联动，

推进稽查工作向执法型转变，加大涉税违法案件曝光力度，

取得较好的成效。全年查补税款、加收滞纳金3 118万元。

在全市餐饮、娱乐行业中试行有奖发票，以票管税，堵塞税

收漏洞。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货物运输业税收管理

“三个办法一个方案”的文件精神，密切与国税部门配合，

加强货物运输业营业税征管，取得初步成效。加强税收执法

检查，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

（四）加大信息化投入。小型机升级改造项目顺利实施。

完成了地税审核评税系统软件开发，并在征管分局及部分县

（市）区进行试运行。国库支付系统投入使用。宁波财税网

再次被评为全市十佳政府网站，初步实现发布信息和交换信

息功能的统一。同时，随着电话报税软件功能的不断完善，

电话报税越来越被广大纳税人所接受。2003 年，全市 10 个

县（市）区局的 42 个征收单位实行了电话报税，通过电话

报税系统进行报税的纳税人达4.8 万户，比上年增长13% 。

宁海县还开发综合信息服务系统加强电话报税服务。全市国

税部门大力开展科技兴税，积极推行增值税纳税申报“一窗

式”管理模式，实行票表稽核，加强征管系统与防伪税控开

票系统、稽核系统的有机衔接，征管基础数据和纳税申报的

质量不断提高。

二、发挥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加大农业投入。2003 年全市财政农业投入 12.5

亿元，重点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技术改造、农业科技进步、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环境整治，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增

加了农民收入。农村税费改革继续深化，全面停征农业特产

税，缓征农业税，全市共缓征农业税7 000余万元。农民负

担继续减轻，人均负担由32 元减至12元。农业综合开发成

效明显，综合开发总投入达到 3.61亿元。

（二）促进科教兴市战略的深入实施。2003 年，全市共

安排教育资金 23.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9% ，促进了全

市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加强人才开

发的政策扶持，2003 年直接投入资金近2 000万元，通过高

洽会等载体，引进各类人才3 万余人，为宁波市经济和社会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加大科技投入，大力支持企业技术改

造，仅市本级用于科技创新和技改的资金达到2.1 亿元，有

力地支持和带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各

县（市）区也安排财政贴息和补助资金用于企业技术创新和

技术改造。

（三）支持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继续实施出口退税账

户托管贷款财政贴息等政策，并对财政外贸扶持资金实行银

行代理拨付办法，拨付总额超过 2.6 亿元，拨付区域涵盖

14 个县（市）区，涉及2 500多家出口企业。继续实施对招

商引资的支持政策，加快工业园区建设，促进一大批新项目

在宁波落户。国务院关于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政策出台以后，

积极主动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分析预测改革对宁波市经济、

外贸出口和财政的影响，为新机制的实施作好准备。

（四）保障重点工作和重点建设项目资金。大力推进城

市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市本级安排城建资金20

多亿元，主要用于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文化

大市”建设，继续推进大剧院、美术馆和游泳健身中心等各

项重大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积极支持文化精品工程建设。加

大水利工程的投入力度，启动新一轮水源建设，防洪工程进

一步完善。安排电力专项资金补助顶峰发电，鼓励地方电厂

满负荷发电。市本级筹措重点项目建设配套资金 4.2 亿元，

确保重大项目的顺利实施，并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

各县（市）区也普遍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项目的投入

力度，为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宁波市在全国率先建立

社会保障风险资金制度，全市共筹集社会保障风险资金

1.63 亿元，社会保障资金抗风险能力得到增强。市财政部

门继续做好“两个确保”工作，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社会保

险补贴、用工补助、贴息担保等各项政策得到全面落实，

37 000多名下岗失业职工在政策扶持下实现了再就业。新的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进

入试点，土地被征用人员养老保障开始启动，社会保障和救

助体系不断完善。2003 年共安排社保支出 14.57 亿元，为

构建完善的社保体系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市财政部门还

积极做好“非典”防治工作，全市安排财政资金1.04 亿元，

开辟“绿色”拨款通道，为夺取抗击“非典”斗争胜利作出

了贡献。推进住房货币化改革，做好住房补贴资金的筹集工

作，市本级落实住房补贴资金5.89 亿元，截至 2003 年底，

已累计发放4.96亿元。

三、深化财政改革，进一步规范财政财务管理

（一）继续深化部门预算改革。2003 年，宁波市规范部

门预算的编制、执行及监督，进一步明确市级预算追加的审

批程序。市级 84家一级预算单位的部门预算全部报市人大

备案。各县（市）区根据各地不同情况也在扩大编制部门预

算试点范围，稳步实施。深化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改

革，在公安、工商、法院等五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预算

管理的基础上，市本级将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性收费和4项

政府性基金纳入了预算管理，并清理规范了事业性收费项

目。

（二）启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市级机关资金管

理方式改革不断深化完善的基础上，宁波在市体育局和市政

法委进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试点，并选择甬新鄞东南排

水工程项目作为国库直接支付的建设项目进行试点。规范市

级行政事业单位银行账户管理，继续开展银行账户清理整

顿，撤并账户105 个。各县（市）区也都加快了机关资金管

理方式改革，象山县的二级预算单位全部纳入结算中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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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乡镇会计核算中心，江东区、江北区也在这方面取得

了较好的成效，截至2003 年底，全市有千余家行政事业单

位纳入核算中心管理。

（三）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和质量。宁波市财政部门按照

“规范、效率、服务”的要求，完善各项制度，编制采购预

算，推进采购方式改革，扩大协议采购范围，实行资金直接

拨付，强化了服务质量监管，提高了政府采购工作效率。同

时，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2003 年，全市政府采

购金额达到14.13 亿元，较上年增长119% ，节约资金 1.9

亿元，资金节约率为11.85% 。

（四）强化财务管理和监督。市财政部门拟定了重大活

动经费管理办法和重大项目配套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调整市

级机关工作人员差旅费开支标准，完善修订部分基本建设财

务管理制度。开展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依法查处会计违

法行为，2003 年，全市共查处会计违法案件23 起，处罚单

位21家，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2 人。规范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管理。强化财政监督检查，重点加强对内设机构和直属

单位财务管理的检查，并对群众反映强烈、问题较多的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重点检查。围绕财政改革，对部门预算的编制

执行和财政性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查。

（五）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根据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宁

波市相继组建工贸、广电、报业等资产经营公司，进一步完

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资产优化组合和有效盘活，健全经营

者激励约束机制。为规范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研究出台

资产调拨、出售、报废、报损等处置意见，推动资产合理流

动和产权制度改革。市财政配合市纪委等部门努力做好全市

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四、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财税干部整体素质

2003 年，宁波市财税部门以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指导财税工作实践，坚持以人为本，组织了多种形

式的学习、培训活动，不断提高财税干部整体素质。同时，

以民主评议为契机改进机关工作作风，以计算机、税收征管

法和公务员行政法律知识等系列教育培训提升财税干部的业

务素质，以党风廉政建设促进财政干部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监

督，并对部分中层干部岗位实行了竞争上岗，财税干部的整

体素质有了新的提高。

（宁波市财政局供稿，单柳青执笔）

安 徽 省

2003年，安徽省实现生产总值3 973.2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2%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749.1 亿

元，下降 3% （受洪灾影响）；第二产业增加值1 780.6亿元，

增长14% ；第三产业增加值1 443.5亿元，增长10.2% 。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 477.6亿元，比上年增长 30.4% 。

进出口总额59.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2.1% 。其中，出口

总额30.6亿美元，增长24.9；进口总额28.8亿美元，增长

66.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 331.2亿元，比上年增长

9.8%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101.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1.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 678元，比上年增长

10.4% ；农民人均纯收入2 127元，比上年下降1.2% 。

2003年，安徽省财政总收入突破 400 亿元大关，完成

412.3亿元，比上年增长18.9% ，是 1998 年以来增幅最高

的一年。其中，上划中央财政收入 191.83 亿元，比上年增

长41.8% （75% 增值税收入 110.85 亿元，消费税收入

40.3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两税增长11.8% ；企业和个人

所得税分享60 % 收入40.6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20.45亿

元，比上年增长 4.3% （按可比口径计算增长13.5% ）。全

省财政总支出507.44亿元，比上年增长11% 。按现行财政

体制结算，全省财政收支平衡，净结余4.8亿元。

一、依法强化收入征管，完成国税收入和地方

预算任务

（一）强化国税收入征管。2003 年，全省各级国税部

门共组织收入215.83 亿元，比上年增长12.3% 。其中，增

值税149.07亿元，增长13.7% ；消费税 40.36亿元，增长

7% ；企业所得税 13.58 亿元，增长7.7% ；涉外企业所得

税6.28亿元，增长131% ；中央保险企业营业税2 900万元，

下降81.7% ；个人所得税 6.23 亿元，下降 2.3% 。主要措

施：一是加大税收执法力度，共稽查各类纳税人 2.4 万户，

查补收入6 亿元，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 144 件，涉及税款

9 000多万元；二是落实税收优惠政策，调高增值税起征点，

全省约16万个体工商户受益，占总户数的 55% ；依法办理

出口退（免）税34.8亿元，减免企业所得税 8.5 亿元，办

理各项涉外税收减免税款9.4亿元。

（二）强化地税收入征管。2003 年，全省地税部门共组

织各项收入207.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9% 。其中，组织

地方税收入 120.8 亿元，增长 13% ；组织养老、失业、医

疗3项社会保险费收入84.2亿元，增长31.6% ，组织其他

基金（费）收入 2.6 亿元。主要措施：一是坚持“依法治

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的原则，进一步加强税收

征管，优化税收服务，深化征管改革；二是强化以票管税力

度，将推行有奖发票工作列为征管工作的重要内容，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三是开展集贸市场税收专项整治活动，对

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保险业等7 个行业开展税收专

项检查，加大了打击偷逃税行为的力度。

（三）强化农税收入征管。2003 年，全省农业税收部门

共组织农业税收入 3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8.6% 。主要措

施：一是坚持依法征税，做到应征则征、该减则减；二是组

织全省契税政策执行情况检查，促进了契税收入快速增长，

全年实现收入 7.1 亿元，增长 91% ；三是组织对各类经济

开发区、工业园区、政务新区、高速公路和水电工程等项目

的耕地占用税征收，全年实现收入4亿元，增长128% 。

（四）强化非税收入征管。2003 年，全省执法部门加大

征管力度，做到应收尽收，共组织罚没收入10.37 亿元，比

上年增长24% 。全省经济部门组织的排污费收入、国土资

源费收入、养路费收入等行政性收费收入共22.97 亿元，比

上年增长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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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财政应急机制，支持“非典”防治和

抗洪救灾

（一）全力支持“非典”防治。2003 年春夏之交，“非

典”疫情波及安徽。省财政部门把“非典”防治作为事关人

民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来办。一是全力保障“非典”

防治经费需要。省财政厅及时发出《关于贯彻落实全国和省

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做好“非典”防治经费保

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同时调整支出结构，迅速安排和

落实专项资金，全省各级财政共安排“非典”防治经费

4.75亿元，为全省积极有效抗击“非典”提供了资金支持。

二是积极做好机关内部“非典”防治工作。各级财政部门在

机关内均实行严格的防范措施，确保了财政部门及其家属无

一人感染“非典”。

（二）大力支持抗洪救灾。2003 年汛期，安徽淮河流域

和长江支流的滁河、西河相继发生了 1954 年以来的特大洪

水。省财政部门全力以赴保障抗洪救灾资金需要，先后下发

了《关于做好财政增收节支工作加大防汛抗洪救灾经费投入

的紧急通知》、《关于及时发放救灾款物等有关问题的紧急通

知》、《关于下拨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资金的通知》等电报和

文件。省财政相继下拨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资金32.5 亿元。

在工作中切实做好查灾核灾工作，省财政厅先后派出 66 个

小组共170 人次到 9 个市、30 个县（区）实地查看灾情，

了解资金安排拨付情况，并慰问灾民。在洪汛期间，安徽省

顾全大局，启用了 12 个行蓄洪区，淹没土地面积 73.4 万

亩。经过积极向财政部汇报灾情，得到中央财政补偿资金

4.1亿元，保证了灾后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贯彻中央“三农”政策，深化农村税费和

粮补改革

（一）全面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规范年”活动。2003

年是安徽省推行农村税费改革的第四年，为巩固和发展改革

成果，省委省政府决定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规范年”活动。

全省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重点围绕规范农业税收征管、规范

涉农收费管理、规范村级资金使用和管理、规范“一事一

议”筹资筹劳管理等内容，认真组织，狠抓落实。通过规范

年活动：一是进一步加大了对违反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和农民

负担政策行为的处罚力度，全省共查处涉农案件 822 件，处

理违法人员 224人，有效地遏制了乱收费和农民负担反弹。

二是全面推行涉农收费公示制，普遍执行“定税额、定时

间、定地点”征收方式，通过“三定”方式征收的农业税达

80 % 以上，农村税费征管进一步规范。

（二）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改征农业税。按照“统一税

制、减轻负担、规范管理、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在农业税

计税土地上生产的应税农业特产品，取消农业特产税改征农

业税；对牲畜产品和在非耕地上生产的其他应税农业特产

品，取消农业特产税后，不再征收农业税，2003 年全省直

接减轻农民负担1.7亿元。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发展

和农民增收。

（三）在全国率先推行粮食补贴方式改革。安徽在2002

年粮食补贴方式改革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从 2003 年 6

月起，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两放开、一调整”改革，即

放开粮食收购价格，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将国家实行按保护

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间接给农民的补贴转直接补贴给农

民。主要措施：一是成立粮补改革办公室，加大宣传。先后

印发了粮补改革方案和宣传提纲，印制了1 400万份《致全

省广大农民朋友一封信》，发到每个农民手中。二是及时向

农民发放粮食直接补贴资金 6.27 亿元，调动了农民种粮积

极性。三是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肃粮食补贴方式改革

试点工作纪律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切实做到改

革宣传到户、清册编制到户、张榜公布到户、通知单到户、

资金兑付到户，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四、深化公共财政改革，完善预算管理和财政

体制

（一）不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一是稳步推进部门预算

改革。2003 年，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审查的部门预算范围扩

大到62个，占省级部门数的50% 。二是进一步完善综合预

算。各地在实施“收支两条线”的基础上，打破预算内外资

金界限，统一预算支出标准，统筹安排预算内外财力，理顺

了财政与部门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二）稳步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一是县级所有行政

单位和全额事业单位全部纳入会计核算中心统一核算，规范

了预算供给单位的收支行为。二是市级纳入国库支付中心管

理的一级预算单位1 268个、二级预算单位1 941个，分别占

一、二级单位总数的 96.6% 、94.6%。三是省级所有部门

全部纳入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范围。

（三）进一步创新支出管理方式。一是进一步加强政府

采购工作。2003 年省市县全部成立了政府采购中心。全省

采购项目预算金额30.08 亿元，实现合同金额 26亿元，节

约资金4.08亿元，平均资金节约率 14% 。二是全面实行统

发工资。各地都设立了工资专户，实行封闭运行。同时，随

着农村教师工资的上划管理，县级工资统发已延伸到乡镇。

形成了财政统一发放工资体系，维护了社会稳定。

（四）“乡财县管”改革试点取得成效。2003 年，为适

应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加强乡镇财政管理

的需要，省财政厅在和县、祁门等9个县进行了以“乡财县

管”为核心内容的乡镇财政管理方式改革试点。即将乡镇财

政收支纳入县会计核算中心统收统付，县财政对乡镇财政收

支实行直接管理。通过“乡财县管”改革，规范了乡镇财政

收支行为，确保乡镇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的顺

序合理安排支出，从根本上治理了乱收费、乱进人、乱举债

行为。同时，完善了县乡财政体制，为摆脱乡镇财政困境创

造了条件。

五、统筹安排财政资金，支持经济建设和事业

发展

（一）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重点项目建设。2003

年，中央财政下达安徽国债资金 25.8 亿元、预算内基本建

设资金6.2亿元，支持了农业、水利、交通、环保等一批重

点项目建设。

（二）增加农业财政投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一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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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实施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品牌和农产品流通3项工程

建设。择优重点扶持32户龙头企业、建立10个农业产业化

示范项目县；建立农业标准化生产核心示范基地17 个；全

省相继建成300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二

是全力抓好2000 年至2002 年农业开发竣工项目验收和世行

加灌二期项目验收工作。同时，争取世行加灌三期项目和世

行农业科技项目的立项取得成效。2003 年度全省农业开发

国内项目建设已完成投资60 % 以上。

（三）发挥财政调控职能，推动企业改革发展。一是落

实矿山破产补助资金。铜官山铜矿等 4个项目和中国有色金

属安徽分公司项目列入国家政策允许关闭破产的范围，2003

年安徽共争取中央财政企业关闭破产补助资金12.06 亿元，

核销银行呆坏账 2.42 亿元，安置企业职工21 765名。二是

积极争取企业退税资金。有 12 个外汇借款以税还贷项目享

受退税优惠政策，退税金额5 500万元。三是调动企业出口

创汇积极性。省财政实施出口创汇奖励等5项政策，共安排

资金7 000万元。2003 年安徽出口贸易总额达30.6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24.9% 。四是支持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省财政

部门对27户公司的配股方案、股权转让、股权质押等进行

了批复（审核或备案）；参与3 户企业的拟上市评估论证工

作。2003年共发 A 股 3 只、可转换债券 3只、增发 H 股 1

只，共筹集资金30.83亿元。五是为979户企业，提供担保

再担保贷款5亿元。

（四）调整完善财政体制，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一是继

续贯彻执行省财政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8条政策措施，县级

财政从中获得政策性支持 8.5亿元。二是进一步规范省对下

转移支付制度，2003 年省财政对下转移支付近100 亿元，

比上年增长11.1% 。三是省对下调度资金 168 亿元，比上

年增长15.9% ，有效缓解了县级财政资金周转困难。四是

各市着力规范市以下财政体制，将财力向县倾斜。如合肥市

支持3县资金达3 000多万元。

（五）积极引进国外资金，支持安徽经济建设。一是积

极引进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世行贷款2.5亿美元的铜陵—汤

口高速公路项目，按期与世行进行了网上谈判，取得成功。

此外，向财政部申报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奶牛饲养项

目，争取利用亚行贷款2 亿美元和世行贷款3 000万美元。

二是积极申报和实施外国政府贷款项目。2003 年向财政部

申报获得批准外国政府贷款小型项目 26个，贷款6 222万美

元。申报的天然气管道网工程和人才培养项目贷款1.87 亿

美元；申报的公共卫生、省广电基础设施改造和淮南城市大

气改善3 个项目贷款1.49亿美元。

（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支持社会事业发展。一是支

持教育事业发展。全省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全部上收由县统

发，有60个县市实现了城乡中小学教师地方津贴与县市直

公务员统一标准，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安徽财政 3

年累计投入20多亿元，共改造校舍 560 万平方米，消除 D

级危房458万平方米；通过省财政贴息5 000万元，省属 28

所高校共实现建设性贷款 17.4 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安徽高

校快速发展。二是支持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全省社会保障支

出102.7亿元，比上年增长 14.6% ，基本做到“两个确保”

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应保尽保；各级财政多渠道筹集再

就业资金10.2亿元，全力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省财政在铜

陵、宁国等10 个县市组织开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参

保农民达365 万人，已有3 486名农民共领取合作医疗补助

金199万元；安排扶贫专项资金 4.76 亿元，着力改善贫困

地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2003年，省财政部门在加强财政管理、监督检查、政

风建设和文明创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深入开展了

一系列专题调查研究，提出了多项财政改革建议和发展思

路，提高了科学理财水平。

（安徽省财政厅供稿，陈言邦执笔）

福 建 省

2003年，福建省实现生产总值5 241.73亿元，比上年增

长11.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705.49 亿元，增长

3.3% ；第二产业增加值2 495.63亿元，增长16.1% ；第三

产业增加值2 040.61亿元，增长 9.2% 。全省农民人均纯收

入3 734元，比上年增加 205 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 507.87亿元，比上年增长22.5%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1 740.45亿元，比上年增长12.8% 。全年进出口总额

353.3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4% 。

2003 年，全省地方级财政收入304.71 亿元，比上年增

长16.9% 。其中：增值税54.4亿元，增长14.7% ；营业税

84.73亿元，增长 13.4% ；个人所得税 21.26 亿元，增长

12.9% ；企业所得税36.81 亿元，增长 24.1% 。全省地方

级财政收入加上划中央收入246.29 亿元，全省财政总收入

551亿元，比上年增收 74.8 亿元，增长15.7% 。全省财政

支出452.3 亿元（含中央专款和上年结转等支出），比上年

增加54.74亿元，增长13.8% 。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98.24

亿元，增长 127.4% ；政府性基金支出 93.61 亿元，增长

124% 。全省财政继续保持收支平衡。

一、围绕发展，做大财政收入蛋糕

（一）支持经济建设。2003 年，省级财政共筹集资金

63.12亿元，其中预算内专项资金 17.13 亿元、国债资金

13.4亿元、基金 17.05 亿元、预算外资金 15.54 亿元，重

点支持东南汽车二期、福宁高速公路、京福高速公路福建

段、漳龙高速公路、“数字福建”、省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等

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省级财政安排企业

挖潜改造支出2.28亿元，其中用于技改贴息 1 亿元，用于

汽车、石化、煤炭、轻纺等重点产业8 000万元，支持培育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

税优惠、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等政策，为

企业发展创造优惠的财税政策环境。全省科技支出10 亿元，

重点支持重大科技项目、高新技术孵化基地、重点实验室和

中试基地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

新。指导和帮助科技型企业申报国家级高新技术火炬计划、

星火计划等项目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对

争取到国家有关部门资金支持的重点项目，给予一定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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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扶持，支持一批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高新技术成

果转化项目，培植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

（二）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加大“三农”投入，

全省财政支农支出 27.14 亿元（不含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补

助），重点支持农业基础设施、结构调整、综合开发、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夯实农业经济发展基础。支持农业龙头企业

的培育壮大，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突出支持抗旱救灾，基本保障城乡居民饮水、用电等需

要。支持农产品标准化和检验检测、动植物防疫、市场信息

三大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的社会化服务水平。积极支持老

区、山海协作骨干项目建设和省直部门挂钩帮扶的207 个重

点贫困村扶贫开发工作，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民

增收。

（三）保障全省粮食安全。加强粮食风险基金管理，保

证风险基金落实到位。支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储备粮

管理制度，建立粮食安全预警应急机制，增加大米储备 1.2

万吨，确保“米袋子”充足。

（四）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2003 年，省级财政支持外

贸出口与引进外资支出8 600万元，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对完成出口、招商引资任务突出的地区、企业予以奖励。为

落实国家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省级财政一次性安排专项资金

1 500万元，保证出口退税资金增长的需要，促进外贸出口

稳步增长。

二、全意为民，统筹社会事业发展

（一）全力保障抗击“非典”2003 年全省各级财政部门

从全局出发，在财力上保障各级防治“非典”工作顺利开

展。一是大力筹措防治“非典”专项资金，全省各级财政共

安排 1.87 亿元，各部门还筹措7 500万元资金，构建“非

典”资金安排和拨付的绿色通道，保障“非典”防治经费及

时落实到位。二是制定省级防治“非典”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及“非典”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政策。三是落实中央关于减免

部分税收、基金和收费的政策，帮助受“非典”影响较为严

重的行业度过难关。四是追加专项经费2 000万元用于建立

全省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长效机制。

（二）大力支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2003 年，全省社会

保障支出45.49 亿元，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

放。及时安排拨付节日送温暖慰问金，使困难群体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

革，全省医疗卫生支出 20.72 亿元，重点支持疾病预防控

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救治体系、妇幼保健、农村卫生等重

点项目建设，建设了一批城市社区和乡镇老年福利服务设

施。继续巩固城市低保制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实

现“应保尽保”。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

通过实施就业服务补贴、建立小额担保贷款基金、提高增值

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免交17项国家收费项目和10项省级收

费项目等措施，促进就业与再就业。全省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主要向山区和老工业基地倾斜，缓解了有关地市失业保险金

的缺口，确保了全省失业金的正常发放，维护了社会稳定。

（三）保障中央调资政策兑现。中央从 2003 年7月 1 日

起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标准，福建省增加工资经费全部实

行自筹。省级财政对 41 个财政困难县当年 6 个月的增加工

资经费给予全额补助。各级财政积极做好工资月报的统计分

析和筹措资金工作，并通过实行农村教师工资上收县管等措

施，确保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的及时发放。

（四）支持教育文化事业发展。2003 年，全省教育经费

支出92.97亿元，重点保障九年义务教育，支持中小学布局

调整和危房改造。省级财政安排7 300万元并调度资金2.26

亿元，用于福州地区大学城一期工程建设，保障当年秋季招

生；支持19 所省属高校国家助学贷款额度6 200万元的落

实；专项安排1.5 亿元，主要用于重点高校、重点学科建

设。推进艺术精品创作和社区、农村文化建设，增加文化馆

站、博物馆、图书馆建设投入，丰富群众生活。

（五）加大政法经费投入，维护社会稳定。2003 年，全

省财政安排公检法司支出34.85 亿元，重点支持政法机关开

展“严打整治”斗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交巡警管理体制

改革试点、改善设施装备和困难地区办案条件。

三、着眼创新，深化财政改革

（一）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从2003 年1月

1 日起，福建省实施了缓征部分农业特产税及停征屠宰税的

政策，即除保留烟叶及收购环节的原木特产税外，其余特产

税全部缓征。为在全省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做好前期准

备。为解决因缓征特产税及停征屠宰税造成基层财力缺口，

省财政向相关县（市、区）下达了 3.95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资金。同时开展跟踪检查，加强农业特产税完税证的回收、

调剂使用和销毁等票证管理工作，从源头上杜绝了继续征收

已缓征的农业特产税；对保留的烟叶和原木收购环节两个品

目农业特产税，依法规范征收管理，切实防止各种违反改革

政策变相收费加重农民负担事件的发生，确保广大农民真正

从改革中得到实惠。10月23 日，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

全省范围内全面开展。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五取消、一稳

定、一改革”。“五取消”即取消乡统筹费，取消农村教育集

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

资，取消除烟叶及原木收购环节特产税外的其他特产税，取

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一稳定”

即稳定现行农业税政策；“一改革”即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

办法。为保证改革落实到位，中央和省级财政共安排资金

14.16亿元，对各级财政净减收额给予适当补助。尤其对各

地停征乡统筹费形成的乡村两级办学资金缺口，给予全额补

助，增加的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和特殊困难县办学经费

补助主要向山区倾斜。全省农民因此受益 20 亿元，人均减

负80元，减负率80% 以上。

（二）创新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机制。实行省财政对县

（市）一般转移支付一定五年不变政策，县（市）支出和收

入增减均不调整省对县市转移支付补助，以激励县级培育财

源，建立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除省政府另有规定外，企

业收入按属地原则归当地。省、市、县联合新办工业园区和

企业的收入按协议分配。

（三）深入开展“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省财政厅联

合省监察厅等单位对省直10个部门 30个单位执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落实情况开展重点检查，检查单位预算外资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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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过渡户的取消情况，改进票据的使用管理，逐步建立票据

发放、核销与国库对账机制，促进“收支两条线”的全面落

实。做好经贸、外贸、人事等部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预

算内管理的有关工作。在省属117 所学校全面推开“票款分

离”工作。各设区市也分别选取部分学校，按省属学校的操

作模式进行试点。

（四）深化财政支出管理改革。省、市两级全面编制部

门预算，县、市、区逐步推进。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

稳步进行，工资和省级政府采购资金、部分科技三项费用和

国债重点建设资金试行国库直接支付。泉州、三明、南平等

设区市推行国库集中收付改革试点。国库统付工资覆盖面继

续向设区市一级以下，特别是县乡等基层单位推开。严格执

行《政府采购法》，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健全政府采购管理

制度，制定评审专家库统一管理办法，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

开披露工作，加强使用单位与供应商之间的合同仲裁力度，

依法处理政府采购违规行为。

四、规范管理，提高依法理财水平

（一）强化会计管理。财政部门收回原委托注册会计师

协会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能。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撤

销、暂停违规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资格。继

续开展《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检查的重点从企业逐步转

向行政、事业单位，从纠正会计基础不规范问题转向加强内

部管理和完善财务制度，并及时向其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提

出整改意见。2003 年共对全省 424 户行政、事业、企业单

位开展会计信息质量专项检查工作，严厉打击会计信息虚假

行为，促进会计工作规范化，整顿和规范了财经秩序。

（二）加强财政收支管理。加强行政性收费特别是涉农

及建筑企业收费管理，取消收费 52 项，转为中介或经营服

务性收费14项，减少收费 5.1亿元。进一步完善经济建设、

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支农、科教文卫、行政政法、旅游、开

发区建设等专项资金的财务管理制度，建立重点建设和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在线监控系统，并对 2002 年度的省

级预算内基建项目、土地开发整理、餐桌污染整治、科技三

项费用等专项经费进行检查，纠正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积极做好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的利用工作，并加大债务管理力度，增强防范和化解财政风

险能力。

（三）严格基建投资评审。省财政投资评审部门 2003 年

共承担92个项目的预、决算审核任务，送审金额13.55 亿

元，净核减投资2.82 亿元，核减率 20.8% ，节省了财政资

金。
（四）加强彩票资金管理。规范彩票发行中心的财务行

为，加强彩票机构财务收支的预算管理。加大彩票市场秩序

监管力度，配合有关部门打击六合彩等非法彩票活动，促进

彩票市场健康发展。

（五）加强住房公积金财政监管。加快省直单位住房补

贴审批发放进度。研究建立全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目标考

核办法，严格审核省直单位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费用的年度

收支预、决算，建立了住房公积金财务报表制度。

（六）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实现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推进省、市两级经营性国有资产

授权经营，加快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资产重组。做好省属

15 家授权经营公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任务考核工作。加强

授权经营公司产权变动监管，推动国有产权进入市场公开交

易，规范产权交易行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产权交易领域

的腐败现象。加强国有企业的效绩考核，调动企业经营者的

积极性。

（七）积极推进全省 “金财工程”建设。加强对全省

“金财工程”建设的规划、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全省财政

系统广域网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在“数字福建”政务网上以

V PN（虚拟专用网）方式实现了省财政厅和泉州、漳州、宁

德、龙岩和南平五个市财政局的网络互连。

五、提高效能，推进财政机关作风建设

（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经常教育与专题教育相

结合，运用典型案例教育，强化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坚

持经常教育与专题教育和案例教育相结合，强化领导干部廉

洁自律自觉性。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狠刹奢侈享乐、铺张浪

费歪风。贯彻落实中纪委、监察部《关于坚决制止开具虚假

发票公款报销行为的通知》精神，严肃财经纪律，认真开展

自查自纠，严格经费支出审核。

（二）抓好民主评议行风工作，深化机关效能建设。认

真组织实施2003 年的财政系统民主评议行风工作。自觉接

受社会和群众监督。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已经决

定取消的 23项行政审批项目，终止审批行为。简化出国用

汇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取消境外企业年终报表审批制

度。
（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条例》的要求，改进录用考核机制，坚持“凡进必

考”，用统一的标准录用机关工作人员。做好职称聘任前的

考核和民主测评工作。搞好干部培训工作，提高财政干部的

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福建省财政厅供稿，陈基添执笔）

厦 门 市

2003年，厦门市完成生产总值 759.69 亿元，比上年增

长17.2% ，增幅创1998年以来最高。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18.42 亿元，下降18.2% ；第二产业增加值444.51 亿元，

增长23.7% ；第三产业增加值296.76 亿元，增长10.8%。

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187.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3.2% 。实际利用外资 12.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5%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0.3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88%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 915元，比上年增长9.75% ，农

民人均纯收入5 152元，比上年增长9.11% 。

2003 年，厦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149.22 亿元，比上年

增长18.19% 。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73.39亿元，同口径

增长19.09% ；上划中央“四税”（增值税、消费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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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 75.83 亿元，同口径增长

17.33% 。全市财政总支出实现 90.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8.93% 。其中，建设性支出22.15 亿元，经常性支出64.68

亿元，财政基金支出 4.07 亿元。全市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收

支任务，年末财政滚存结余 4.4 亿元，实现了财政收支平

衡，略有节余。

一、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创新财政运行机制

（一）调整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根据厦门特区社会经济

发展和海湾型城市建设与管理的要求，结合区划调整，厦门

市财政部门调整了市对区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财政管

理体制，理顺市区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调动市区两级政府

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通过部分管理权限的下放，使财权与事

权相统一，城市管理体制更加科学合理；加大对困难区转移

支付的力度，确保各区基本公共服务需要；配合区划调整，

做好资产负债划分及各项财政衔接工作，保证区划调整后各

区政府的正常运转，逐步建立起稳定增长的财政收入分配机

制。同时，积极着手调整区对镇（街）财政体制，更好地调

动镇（街）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二）构建新的国库运行机制。市财政局制定了《厦门

市财政国库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和《厦门市财

政国库改革试点会计核算暂行办法》，除财政周转金、基建

资金专户外，全市预算内外资金、社保资金拨付、工资统一

发放、政府采购资金全部实行集中支付；通过公开招标方

式，确定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市分行作为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

授权支付业务的代理银行；建立分级审核及内部相互制约的

资金拨付工作机制，从受理拨款单，到开单、复核、盖章、

记账等各环节相互制约的内控机制；筹建税收入库数据库管

理系统，及时了解和监控各纳税单位的税收交纳情况，掌握

全市各级财政的税收入库进度；制定和下发了《厦门市财政

局财政资金拨付内部工作规程（试行）》和《关于加强财政

性资金拨款安全管理的通知》，确保财政资金安全、准确、

高效运行。

（三）深化部门预算编制改革。2003 年，厦门市财政部

门对市直42个部门和单位逐一审核编制部门预算，并主动

参与预算编制的整个过程，使资金尽可能落实到具体项目。

对跨年度实施的建设项目在预算中只安排当年所需资金。把

好项目准入关，将符合特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经论证

切实可行的项目纳入预算，确保预算一经批复即可实施。对

当年未能完成的项目，采取扣减预算结余的 3% 用于增加偿

债资金等措施，解决财政资金支出进度偏慢问题，使预算编

制更加科学合理。

（四）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为确保改革的实施，市

财政局制定了《厦门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和《厦门市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办法》，并安排3 000万元转移支付资

金予以补助。实行了“五个取消”，即取消镇统筹费，取消

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性基金的集资，取消除烟叶及原木收购环节特产税外的其他

农业特产税，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

务工；“一项缓征”，即缓征农业税；“一项改革”，即改革村

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农村分配制度，

制止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乱集资和乱摊派行为，切实减轻

农民负担并保持长期稳定。通过农村税费改革，每年减轻农

民负担4 056万元，全市农民人均减免 62.76 元，实现了

“村村减免，户户减负，人人受益”。

（五）实施政府采购法治管理。2003 年，是《政府采购

法》实施的第一年，厦门市政府采购工作步入全面依法管

理。市财政部门根据政府采购法，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

政府运作行为的通知》，重新梳理政府采购工作流程，将办

事表格发布到采购网上，压缩特殊方式审批办事时限，加快

采购事项办理进度。重新制定政府采购办事指南，并在市政

府网站上发布。明确办事对象、办理条件、申报材料、办事

依据、问题解答、办理时限、办理时间和地点等有关内容，

方便各采购单位了解和办理政府采购事宜。制定了政府采购

评审专家抽选暂行办法，规范专家抽选行为。制定了政府采

购管理人员勤政行为“十不准”规定，促进管理人员依法行

政，坚持廉洁采购，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管理的通知》，严格

执业纪律，加大处罚力度，保障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

正。2003 年，全市共完成政府采购金额 7.2 亿元，节约财

政资金1.44亿元，资金节约率16.66% 。

（六）加快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将城市生活垃圾分拣

中心、鼓浪屿膜法污水处理、嘉庚体育馆等项目的建设经营

推向市场，吸收国内外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投资，激活投资

主体，变财政一元投资为多元投资，实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良性循环、滚动发展；组建水务集团，优化水务资源，提高

水务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利用预算内外资金收支的“时间

差”，合理调度间歇性资金7.12亿元，垫付28个建设项目，

节约利息支出1 800万元，降低基本建设融资成本；将财政

投融资贷款项目16.5 亿元“打捆”，统一组织向银行洽谈融

资事宜，利用“规模效应”降低融资成本 10% ，进一步盘

活财政存量资金。

二、抓好增收节支工作，确保特区重点支出

（一）强化税收征管，实现财政增收。市财政积极支持、

配合税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加大组织收入力度。一是及

早将收入预算批复给征收部门，及时协调解决组织收入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二是配合税务部门抓好税收征管工作，严厉

打击各种偷税逃税行为，加强各种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依

法清理欠缓税等跨年度收入的入库。三是协助税务部门开展

“追缴税款百日行动”，对欠税企业调查摸底，采取税收保

全、强制执行等措施，做好日常纳税申报监控，并密切关注

增值税、所得税入库进度，确保财政收入及时、均衡入库，

做到应收尽收。在2003 年的财政总收入中，增值税和所得

税成为拉动收入快速增长的两大税种，增值税全年入库

13.98亿元，比上年增长 13.56% ，拉动财政总收入增幅

5.3个百分点；所得税全年入库 3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8.91% ，拉动财政总收入增幅6.06个百分点，其中个人所

得税达11.59亿元。

（二）调整支出结构，保证重点支出。继续增加科教投

入，实施科教兴市战略。2003 年，全市教育支出 10.89 亿

元，继续保持基础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确保教育财政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

教育费用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学校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

长），同时确保了在厦门的省、部属高校联办共建的经费需

要。重点安排4 929万元用于13所中小学的改扩建以及优质

高中扩招所需硬件设备的添置。结合学校布局调整，投入

4 000万元扶持岛外农村薄弱学校建设，改善农村学校的办

学条件。投入资金支持同安区农村小学添置计算机设备，实

现全区所有小学网络连接，教学资源共享。按照法定支出要

求，加大科技资金投入，2003 年，全市科技经费支出 2.75

亿元，其中市本级科技支出2.2亿元，占市本级可支配财力

的3.39% 。科技支出主要用于扶持厦门软件园、留学人员

创业园等建设，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共支持

了172个产业化项目，资助了厦华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以及

4个博士后工作站、9 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加快特区科技

之城建设。在文化支出方面，重点投入专项经费1 060万元，

资助厦门市歌舞剧院、爱乐乐团和小白鹭民间舞团，创作精

品，增加为民演出，提高城市艺术品位。投入500 万元扶持

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城市社区文化活动的建设，改善农村文

化设施滞后的状况，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促进厦门特

区文化艺术之城建设。加大对政法系统的财政支持，2003

年安排政法系统经费 5.73 亿元，切实保障政法部门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等的资金需要。

（三）严格控制支出，规范行政事业经费管理。在保证

重点项目支出的同时，厦门市对部门和单位的公用经费一律

实行“零增长”，除对救灾、抗击“非典”等少数急需的特

殊支出外，不再追加新的支出项目，通过规范行政事业经费

管理，降低政府运作成本。严格控制各种会议接待及出国出

境经费；对预算单位车辆购置年批原则上只更新不新增，公

务用车购置标准从低不从高；加大对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

装修的审核力度，从严把关；对各种会议、庆典等开支由各

部门预算自行消化，特别是对没有实质性内容的研讨会、论

坛等不再追加经费；整合各单位计算机网站，对规模小、功

能差、效率低的网站建设不再安排资金；规范机关各种津

贴、补贴的发放，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减少开支。

三、增加财政资金投入，促进特区经济发展

（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构筑海湾型建设发展平

台。为迅速拉开厦门特区海湾型城市建设的基本框架，确立

厦门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市财政多渠道筹集资金，2003

年通过市本级预算内基本建设和城市维护费安排7.05 亿元，

积极争取到国债资金1.1 亿元，从银行融资筹集16.5 亿元，

投入到海湾大道，环岛路三期、仙岳路、集美大道、翔安大

道、莲河——浏五店道路一期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及时垫

付各区征地拆迁款2.4亿元，确保开元、湖里、集美、杏林

四个区道路征地拆迁工作先行一步，推动工程建设进度。安

排城市维护费和城管整治专项经费 1.69 亿元，用于路灯增

亮，夜景建设、景观改善、排水改造、交通畅通，加快旅游

景观设施和社会发展项目的建设。采取信托凭证募集方式筹

措5 000万元，用于环东海域旅游道路等重点工程项目，促

进海湾型城市的更快发展。启动了厦门湾十万吨级航道二期

工程、海沧区 6个泊位等项目的建设，进一步完善特区投资

环境，为建设海湾型城市打下基础。

（二）加大扶持企业投资力度，拉动特区经济快速增长。

2003 年厦门市财政继续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以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产业作为培植新经济增长和财源建设的重要着力

点。通过资助创新项目，贷款贴息等方式，加大企业结构调

整、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发展的扶持力度。2003 年安排企

业发展资金7.24亿元，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加大技术改造

投入，争创名牌、拓展国内外市场；筹措 6.13 亿元资金，

帮助易地搬迁企业加快建设进度，并结合搬迁进行产品更新

换代，增强了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后劲。安排科技专项资金

1.05亿元，重点支持各类科技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

业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对新认定的市级

技术中心每个资助50 万元，国家级技术中心每个资助 300

万元。对获得国家批准的企业博士后流动站一次性补助200

万元，对进站博士后人员每人每年补助经费 5万元。在科技

计划项目资金安排上体现两个突出：突出支持重大产业科技

项目，对精选的 8项重大产业科技项目，集中安排2 150万

元的贴息资金；突出支持机械、电子、化工三大支柱产业和

产值超千万元科技项目，对三大支柱产业科技项目的资助占

总金额的72.7% ，对年产值超千万元以上产业科技项目的

资助占总金额的 72.7 % 。2003 年，厦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

1 394.2亿元，比上年增长25.7% 。其中工业产值上亿元的

企业达170家，完成工业产值1 116.6亿元，占全市工业总

产值的80% 。三大支柱行业共完成产值1 043.8亿元，占全

市工业总产值的75% 。

（三）加大农业投资力度，促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

财源建设。2003 年，厦门市级财政用于“三农”投入支出

1.48亿元，比上年增长20.95 % ，高出当年市本级财政经常

性收入增幅12.21个百分点。重点投入农业基础设施、产业

化经营、农业科技和现代农业建设。投入1 500万元扶持农

村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在全市 4个荣获“中国名牌产品”

称号的企业中，银鹭、惠尔康两个农业企业榜上有名；投入

3 537万元用于“同发展、共富裕”项目建设，扶持了40 多

个年收入20万元以下的经济薄弱村，通过近四年的资金投

入，每年可增加村财政收入 800 多万元；投入2 433万元支

持灌南、银鹭工业园区等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建设项目，既

为一大批国有企业易地改造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又使工业

园区成为镇级经济的主要增长带，为广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转

移就业提供了宽阔平台；投入2 484万元用于农业科技示范

推广应用，支持科技兴农。在增加“三农”投资的同时，市

财政积极争取国家资金2 225万元，落实配套资金1 609万

元，改造中低产田1.9万亩，修建农业灌溉、运输设施、多

种经营项目 7 个，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四）加大外贸投资力度，确保特区出口稳定增长。

2003 年，厦门市财政共为 115 家生产性企业和建发股份有

限公司发放出口退税无息贷款5.5 亿元，解决因退税指标不

足造成的困难。按照《厦门市未来5年开拓出口市场实施纲

要》，重新修订《开拓海外市场资金使用办法》，对设立海外

中心、海外贸易网点以及企业实施境外加工贸易项目等九方

面开拓出口市场行为进行规范。制定扶持外贸长远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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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出台扶持扩大外贸出口的办法，拉动了出口增长，2003

年，厦门市出口总额达 105.5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0% ，

全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3 403.9万吨，比上年增长24.5 % ，

集装箱吞吐量进入世界前 30 位达到 233.1 万标箱，比上年

增长32.9% 。

四、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003 年，厦门市社会保障支出 10.42 亿元，占当年全

市生产总值的1.37% ，比上年增长14.83% 。其中：社会保

障补助支出1.44亿元，比上年增长4.4% 。

（一）落实抗击“非典”各项财政措施。一是安排3 055

万元专项资金，确保抗击“非典”资金需要。二是按照特事

特办、急事急用原则，及时调整支出结构，统筹各种社会捐

赠款物，并加强社会捐赠资金管理，将对“非典”社会捐赠

资金全部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专款专

用。三是及时统计核实，严格执行日报制度，准确汇总上报

防治非典型肺炎资金投入使用情况。四是推进建立疫病预防

控制和卫生监督体制，加大公共卫生经费投入，建立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信息网络和应急指挥系统。2003 年，市财政共

投入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监督体制建设资金 576 万元。

五是落实国家和市政府出台的各项扶持政策，帮助受“非

典”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渡过难关。重点安排1亿元短期

无息贷款扶持厦门航空公司，缓解经营困难。通过贴息和减

免税费、政府性基金等扶持政策，减轻企业负担 1.45 亿

元，促使受“非典”冲击较大的行业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经

营。

（二）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2003 年全市财政预算内

安排卫生支出3.44亿元，占当年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

的5.31% 。进行卫生事业财政补助政策和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模式转换改革，制定了《厦门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

法》和《厦门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暂行办法》，完善社会

保障的覆盖体系。投入合作医疗补助经费188万元，受益人

数31.24万人。

（三）重新制定低保资金市对区转移支付比例，适度减

轻区级财政低保资金的支出压力，实行低保资金市、区财政

按1∶1负担办法，2003 年城乡低保资金市级财政支出1 173

万元，比上年增长151% 。继续做好“两个确保”和并轨工

作，解决好两条保障线并轨过程中新产生的社会保障问题，

全市1.2 万名下岗失业人员和6.8万企业离退休人员按时足

额领到基本生活费和基本养老金，全市 2.6 万名低保对象的

最低生活费得到有效保证。

（四）加大对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等

弱势群体就业的扶持力度。2003 年，厦门市预算安排再就

业资金5 983万元，比上年增加3 171万元，增长 112.77 % 。

增强就业服务机构公益性服务功能，为下岗人员提供免费职

业介绍和培训等就业服务，全市进行再就业培训7 522人

（次），全年有4 144人实现再就业；完善弱势群体就业援助

制度，对各类服务型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和社区安置大龄

就业困难对象实施社会保险补贴，享受低保并失业一年以上

的城镇失业人员 301 人、社会保险补贴 614 人、公益性岗位

补贴 434人；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就

业机制，全年投入劳动力市场建设资金609.16 万元。

五、加强财政财务管理，提升依法理财水平

（一）抓好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在财政投融资和国有资

金投资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施工招标项目中，全面推行业主

招标，以最低投标中标办法确定建设项目，2003 年共累计

实行业主最低价招投标的财政投融资工程项目 10项，降低

工程造价20% 。在项目审核管理上，市财政部门严格按照

审核、复核、稽查、审批四道程序认真把关：即从工程项目

的可研和设计入手，在优化设计方案上把关；从强化项目工

程招标工作管理入手，在合理控制工程造价上把关；从项目

投资预算审核入手，在资金拨付上把关；从加强项目工程建

设现场检查监督入手，在资金跟踪问效上把关，确保审核的

高质量。2003 年共完成预决算审核项目1 941个，投资额

57.42亿元，核减8.4 亿元，净核减率 14.62% ，有效节约

了财政资金。

（二）加强非经营性资产管理。严把固定资产处理审核

关，杜绝任意处理资产行为，减少国有资产流失；2003 年

共审核了 552 个单位申报的固定资产处理案件，处理了

18.5万多件资产。规范公务车辆投保行为，在增加投保险

种、提高投保档次的情况下，比上年节约保费224 万元，节

约率达23% 。做好全市预算单位清产核资扫尾工作，通过

逐级清理核实，2003 年共核减资产盘亏数4 813万元，核增

资产盘盈数1.14亿元，盈亏相低共增加资产6 603万元。

（三）启动财会干部培训五年计划。为进一步提高行政

事业单位领导、财会人员的财会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

依法理财意识，根据市人大和市政府的要求，市财政局制定

了《2003 年～2007 年厦门市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培

训计划》，对全市行政事业单位财会人员实施五年培训。

2003 年完成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培训12期（班）935 人，

其中，财务主管、中高级财会人员 4期（班）261 人，一般

财会人员 8期 674人。同时，结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年检工

作，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会计电算化和会计从业资格培

训、考试。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10 期3 530人

（次），财政系统干部教育、业务培训 31 期5 000人（次），

初级会计电算化考试、培训 21 期1 660人，会计从业资格考

试培训 12 期4 820人。2003 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106 期

（班）15 945人（次）。

（四）强化财政内部管理。出台了《厦门市财政局考勤

与请休假管理制度》、《关于进一步规范加班及审批程序的规

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先后制定了《厦门市财政局财政资

金拨付内部工作规程》、《关于加强财政资金拨款安全管理有

关事项的通知》、《财政间歇资金使用内部管理暂行办法》、

《关于进一步加强局属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通知》等文件，

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

六、大力规范财经秩序. 加强财政法制建设

一是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对 44 家企业、行政事业

单位和5个实行会计集中核算的行政事业部门进行全面信息

质量检查。查出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的单位 25 个，会计失真

单位12个，资产不实193.64万元，利润虚假130.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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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查出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和会计信息质量失真的单位，逐

一下发书面处理意见，限期进行整改。二是开展行政事业性

收费及罚没收入银行代收清理对账工作，对各单位自 2000

年7月1 日至2003 年6月 30 日发生的执收执罚的收费和罚

没项目收入进行清理核对，强化行政事业单位银行账户监

管。开展账户年检，市本级共清理 33 个违规开设的账户，

上缴资金1 332万元。三是开展政府采购制度专项检查，重

点对市直单位和4个采购代理机构的政府采购活动实施专项

检查，对政府采购资金历年结余状况进行清查。四是开展行

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年度稽查工作。对全市792 家行

政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医疗机构进行摸底调查，对公安、

教育、医疗等357 家行政事业单位2001—2003 年的行政事

业收费和政府基金收入情况以及财政票据使用管理情况进行

稽查。在稽查中，对严重违规单位，没收其准购证，停止财

政票据供应，共收回准购证 47 本，进一步规范了财政票据

管理。五是对旅游专项资金、两会资金、开拓海外市场资金

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对民政部门历年往来款项进行清理，

规范财经秩序，严肃财经纪律。

（厦门市财政局供稿，薛庆林执笔）

江 西 省

2003 年，江西省实现生产总值2 830亿元，比上年增长

13% ，是自1993 年以来最高增幅。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60亿元，增长 2.7% ；第二产业增加值1 227亿元，增长

24.4% ；第三产业增加值1 043亿元，增长7.4% 。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1 380亿元，增长49.3%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923.2 亿元，增长11.7% 。进出口总额 25.27 亿元美

元，增长49.2% ，其中，出口15.05亿美元，增长43.1% ；

进口 10.22 亿美元，增长 59.1% 。零售商品价格指数

100.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0.8。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6 901元，增长 9% ；农民人均纯收入2 458元，增长

5.3%。

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全省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良好，超额完成了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各项预算任务。

突出表现在：一是全省财政总收入增量、增幅和占 GD P 比

重创了“三个新高”。全省财政总收入执行数 284.9 亿元，

增量达50.5 亿元，是历史最高水平；占 GDP 的比重突破

10% ，是近二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增幅21.5% ，是 1994 年

“分税制”以来的最高增幅。二是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发展呈

现出“三个加快”。全省地方财政收入执行数 167.4 亿元，

增长19.1% ，高于全国平均增幅 4.1 个百分点，提前 20 天

完成全年预算任务，收入进度明显加快；上划中央“四税”

117.6亿元，比上年增长 25.2% 。11 个设区市平均增幅达

19.3% ，比上年提高 9.5 个百分点，市县收入增速明显加

快；工商税收增幅达 23.9% ，高于上年增幅 10.2 个百分

点，增速明显加快。三是全省财政支出总额381.8 亿元，比

上年增长11.8% ，做到了“三个加大”：加大了对市县的支

持力度，省财政下达各项财力性补助达 66.2 亿元，比上年

增加8.5亿元；加大了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众经费的保障力

度，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增长 32.7% ，社会保障补助

支出增长28.9% ；加大了支农、教育、科技投入力度，同

口径分别增长16.9% 、13.5% 和23% ，高于经常性财政收

入的增长。全省财政保持收支平衡。

一、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加强财政法制

建设

（一）组织开展了以《行政许可法》、《政府采购法》、

《会计法》、《预算法》和《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省级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为主要内容的学法用法

活动，在全省财政部门开展了财会法规知识竞赛，全面普及

财会法律法规知识，增强了财政干部法制观念。

（二）落实执法责任，推行执法公示。按照财政管理权

限和法定职责，省财政厅认真梳理并确定以《预算法》、《会

计法》、《政府采购法》等15 部法律法规作为执法依据，将

执法事项层层分解落实到分管厅领导、执法处室和执法岗

位，明确执法权限和执法责任；制定了《江西省财政厅行政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相应建立考核评议制度，将

内部考核与年度工作考评相结合。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将政

务程序、财政预决算报告、政府采购信息、财税政策、大宗

资金使用情况和行政审批事项列为公开内容，提供政务信息

查询；积极采取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和省直有关部门以及基层财政部门等社会各界的意

见，接受社会监督。

（三）精简审批事项，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经清理，

江西省财政厅的行政审批事项已由 45 项减少到 8 项，全面

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项目及标准，取消54项

降低标准38项，转为经营性收费管理51项，并严把审批立

项关，推行收费公示制，切实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营造良

好发展环境。

（四）加强执法机构建设，积极开展执法检查。在省编

办支持下，2003 年 4月，“省财政厅监督处”更名为“省财

政监督检查局”，财政执法监督检查职能和力量得到充实。

开展了《会计法》执法情况检查，对 443 个单位进行了会计

信息质量抽查；开展了防汛抗旱资金、财政扶贫资金、退耕

还林资金、基础教育等各类财政专项资金，以及交通部门省

级交通规费征缴入库情况和全省契税政策执行情况专项检

查。2003 年，全省财政监督专职机构共派出1 091个检查组，

对2 364个单位进行了专项检查，查处各种违纪违规资金

7 734万元。

二、进一步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激活财政内在

发展动力

2003 年，江西省财政厅，围绕“微调体制，重在机制，

增强活力”的总体思路，提出了进一步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

方案。坚持“谁发展、谁受益，发展快、多受益”的原则，

充分调动省、市、县、乡、企业等各方面做大“蛋糕”的积

极性。在体制上对“五个共享税”、新建投产大中型工业企

业的增值税、电力企业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税收增量以

及耕地占用税作适当调整，使财力分配总体上进一步向县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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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增强县乡财政实力。同时，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

措施，帮助困难县保证基本支出需要。体制改革后，财政发

展活力明显增强，对财政收入的直接增收效应逐步显现。

“五小税”下放后，征管得到进一步加强，全省土地增值税

增长 81.5% ，印花税增长 41.3% ，城镇土地使用税增长

25.7% ，资源税增长23.3% ，房产税增长11% ，平均增幅

约为上年同期的1.8倍，直接增加了地方可用财力。省财政

设立3亿元奖励资金，充分调动了各地增加税收、做大财政

“蛋糕”的积极性，对促进全省财政收入上台阶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三、大力开源挖潜增收，努力壮大全省财政收

入

（一）国税部门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强化税收征管。

2003 年，全省国税系统11 个设区市基本完成了深化税收征

管改革、推广应用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CTA IS）的任

务，信息化支持下的专业化税收征管新格局基本形成。在此

基础上，完善和拓展金税工程，全省15 831户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全部纳入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成为全国第四个实现全

面覆盖的省份。进一步强化税务稽查，开展了生产型出口企

业“免、抵、退”税、涉外房地产企业所得税、化妆品行业

以及金融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专项检查，查处了21 起大案要

案，全年稽查查补入库总额达3.36 亿元。2003 年，国税部

门共组织入库各项税收收入 135.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9% 。其中：国内“两税” （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

116.17亿元，增长21.6% ；所得税收入16.73 亿元，增长

20%。

（二）地税部门加强管理，实现了地税收入的快速增长。

江西地税部门积极主动与计划、经贸、交通、建设等部门联

系，把握税源形势，强化分析预测，加强督促指导。同时，

加大对重点工程项目地方税收的“双向监控”力度，分工

程、分项目、分进度全方位进行跟踪管理；进一步扩大了省

局重点税源监控范围，强化税款入库的督查。相继制定了

《旅游业营业税征收管理办法》、《医疗卫生机构企业所得税

征管办法》、《个人所得税重点纳税人监控管理暂行办法》等

20多个单项征管办法，有效堵塞税收漏洞，实现挖潜增收。

全面建立“一级稽查”模式，共检查各类纳税企业14 848

户，查补地方各税1.53亿元，促进了收入增长。2003 年地

税部门完成地税收入84.8 亿元，比上年增长23.6% ，通过

强化管理带来的地税收入增加额约7.2亿元。

（三）财政部门抓好“开源挖潜”，把开源的着力点放在

工业、挖潜的着力点放在第三产业上，支持税务部门确保各

项收入依法、及时、足额入库。省财政厅还建立起财政、国

税、地税、国库联席会议、设区市财政局长财政形势分析

会、省直有关部门经济形势信息交流会等定期“三会”制

度，认真分析收入走势，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各级财政部

门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农业税征收管理，严格执行农业税征收

政策，确保了农业税税收的入库。2003 年，全省农业四税

共入库23.3亿元，比上年增长18.21% 。其中，契税6.8亿

元，增长84.3% 。

四、加强支出管理和调度，提高公共保障能力

（一）及时调拨资金，确保各级预防“非典”和防汛抗

旱经费落实到位。2003 年，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安排“非典”

防控经费约3亿元，并采取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

金、部分税收以及实行贴息等措施，帮助相关行业和企业应

对冲击。筹措1.14亿元资金防汛抗旱，有力地保障了大灾

之年全省经济社会良好发展势头。

（二）确保工资性支出。加强工资专户管理，全面实行

工资统发，建立通报制度，省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共拨

付工资性补助资金33.2 亿元，各地基本做到了国家标准工

资及时足额发放，没有出现新的拖欠，有的地方还消化了部

分旧欠。同时，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从 2003 年 7 月 1 日

起，按照月人均50 元调增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

并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和企业离休人员的离退

休费，进一步理顺了收入分配关系。

（三）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确保事业发展和维护社会

稳定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全省社会保障补助、抚恤和社会

救济等支持力度，其中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比上年增

长了 61.3 % ，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医疗卫生支出增长

16.4% ；公检法司支出增长 23% ；支农、教育、科技支出

达到法定要求，文体广播事业费和其他部门事业费也大幅增

加。
（四）加大对市县支持力度。为切实帮助基层解决实际

困难，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省财政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2003 年 4月，提前将11亿多元转移支付资金集中下达给县

市，12月份又追加安排转移支付资金2.14 亿元。此外，还

安排6 400万元支持农业特产税改征农业税的改革，安排

6 000万元支持再就业工程，安排4 000万元用于农村中小学

危房改造，安排3 000万元支持监狱体制配套改革，安排

2 300万元补助“一费制”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安排1 500

万元支持全省政务信息网市县工程建设，安排1 500万元支

持基层公安派出所建设，安排1 000万元支持疾病控制中心

建设，安排1 000万元用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公安干

警换装，安排800多万元支持 7 个县市农村合作医疗试点，

安排600 万元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建立农村特困群众社会救助

制度等。

五、积极扶持工业园区建设，力促开放型经济

发展

围绕做强做大工业园区这个新的经济增长极，配合财政

管理体制改革，江西省财政厅提出并实施了五个方面的激励

措施：一是鼓励省直接引进、安排以及中央和省属企业跨设

区市投资新建大中型工业企业，对其缴纳的增值税 25% 部

分实行省与落户地分享，其他税收全归落户地；二是鼓励省

内大中型骨干企业创办特色工业小区，小区内新引进项目所

缴纳增值税25% 部分，前 2 年 50% 、后 3 年30% 留给小区

管委会；三是鼓励做强做大省直属工业园区，其新引进项目

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和营业税，前 5 年

80 % 、后 5年 50% 留给园区管委会；四是鼓励地方政府支

持江铃、南昌卷烟厂和省冶金集团所属企业发展，采用“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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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股份”的方式对当地政府在土地、规费等方面提供的优惠

政策予以适当回报；五是鼓励县乡到市、县工业园区发展项

目，县、乡政府可按一定的比例和期限分成相应的地方税收。

在集中扶持工业园区建设的同时，从 2003 年起，省财政还连

续三年每年安排2 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补充省级外贸发展

专项基金，实行出口创汇激励政策，为省属企业提升国际竞争

力服务。还安排2 000万元中小企业担保资金，支持建立项目

多元化投资机制。这些措施正在发挥积极的效应。

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支持

农业生产发展

（一）农业特产税改征农业税工作基本完成。对非计税

土地上生产的在生产环节纳税的农业特产品，将原特产税税

率下调两个百分点，征收金额下调 25% 核定农业税；在收

购环节征税的农特产品，将原特产税税率下调一个百分点，

征收金额下调 12.5% 核定农业税；对在上年税改中已将农

业特产税改征农业税的，继续实行限额征收，把实惠全部留

给农民。同时，进一步规范农业税征管，坚持“六不准”，

维护了群众利益。

（二）全面完成农村税费配套改革主要任务。通过税改

“回头看”和农业特产税改征农业税，共减轻农民负担8 200

万元，人均减负2.5元；通过整治涉农收费为农民人均减负

33元，合计35.5元；通过降低收费标准，治理乱收费，以

及乡镇机构改革、撤乡并村、教育布局调整和精简优化教师

队伍，进一步节约了开支，减轻农民负担；通过加大公用经

费和危房改造的投入力度，改善了农村办学条件；建立健全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体系，完善“一事一议”制度，防止农民

负担反弹。

（三）积极开展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试点。对毗邻粤闽

浙等粮食主销区的上饶、抚州、赣州三市取消省定的粮食收

购保护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及其他经批准的粮食收购主体

随行就市收购农民余粮，省定保护价高于市场平均价的价差

直接补贴给农民，2003 年财政直接补贴给农民的粮食风险

基金达8 175万元。同时，在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完善

粮食市场体系、放宽市场准入等方面采取配套措施，真正使

农民成为直补改革试点的受益者、知情者和支持者。

（四）尽力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生产和生活条件。全年各

级财政共安排扶贫资金4.9亿元，落实中央农业税灾歉减免

资金2亿元，省财政还累计安排救灾款2.1亿元。

七、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增强财政管理效

能

（一）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完善综合预算，细化预算定

额标准和编制内容。所有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均按部门预算要

求编制了2004 年单位预算，其中省政府27 个部门的部门预

算提请全省人代会审议。各地的部门预算编制试点也取得较

好成效，预算编制更具科学性和透明度。

（二）省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在林业厅等 4个

部门共47 个预算单位推行，构建起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框架。

各地对工资、政府采购资金等专项支出都实行财政直接支

付，南昌、宜春等地在市本级选择部分单位进行改革试点，

全省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初步建立。

（三）省直、各设区市和全部县（市）以及部分乡镇都

实行了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全面推行“银行代

收制”，对尚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按照

财政部“取之合理、收缴分离、纳入预算、收支脱钩”的要

求分期分批纳入预算管理，并积极开展专项检查、经常性稽

查和收费年审，预算外资金的收取使用和管理有了明显改

善。

（四）认真贯彻《政府采购法》，扩大规模，强化监管。

2003 年，江西省全年政府采购规模为 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 % ，资金节约率达 13%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显

现。

八、推行“八项服务承诺”、优化政务环境，开

展“服务树形象、创新兴财政”主题教育活动

2003 年 4 月，江西省委在全省开展“弘扬井冈精神，

兴我美好江西”主题教育活动。财政厅高度重视，召开专题

会议，结合财政工作要求和厅机关实际，围绕“服务树形

象，创新兴财政”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以优化政务环

境、加快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活动。着力抓好建设一个好

班子、培养一支好队伍、营造一个好氛围、创建一个好机

制、树立一个好形象的“五个一工程”，推出了“八项服务

承诺”，即“待人热情、政务公开、办文快捷、责任落实、

服务主动、行政依法、答复满意、为政清廉”，省财政厅严

格按照省政府“双评”工作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评、向社

会广泛征求意见，并及时梳理分析，提出整改措施，坚决予

以整改。同时，大兴调研之风，把调研课题与“定点联系”

制度相结合，省财政厅规定各处室每年至少一次到省直部

门、市县财政部门和部分大中型企业上门服务，征询意见，

调查研究，帮助省直财务部门，市县财政和大中型企业解决

困难，并及时反馈有关信息，同时在调研活动中注重宏观政

策的研究。

（江西省财政厅供稿，胡 玫执笔）

山 东 省

2003 年，山东省实现生产总值12 430.0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下同）比上年增长13.7% ，是连续第 13 年经济实

现两位数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 505.0亿元，增长

5.6% ；第二产业增加值6 650.0亿元，增长17.0% ；第三产

业增加值4 275.0亿元，增长11.9% 。人均生产总值13 654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3.3%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5 326.7亿元，比上年增长 51.7% 。全省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3 936.5亿元，比上年增长22.2%。进出口

贸易跃上新台阶，全省实现出口265.7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5.8% ；进口 180.8 亿美元，增长 41.0%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8 399.9元，比上年增长9.5% ；农民人均纯收入

3 150.5元，增长5.7%。

2003 年，山东全省财政总收入达到1 300.7亿元（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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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 上划中央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收入）。其中

上缴中央“两税”（增值税和消费税）448.21 亿元，比上年

增长13.84% 。全省地方财政收入 713.79 亿元，相同口径

比上年增长21.50% 。全省地方财政支出1 010.64亿元，比

上年增长 17.43% 。全省有 135 个县（市、区）收入过亿

元，其中超过5亿元的有20 个。全省连续17年实现了财政

收支平衡。

一、加大地方经济发展支持力度

一是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

原则，对30 个经济强县和30 个经济欠发达县，制定了一整

套的促强扶弱财政政策。主要包括：省、市财政转移支付进

一步加大向欠发达县倾斜的力度，从 2003 年起 5 年内，欠

发达县按现行财政体制，每年缴入省、市财政的企业所得

税、营业税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由省、市财政全额返还。

省和有关市、县、大企业共同出资设立省级担保资金，2003

年达到3亿元规模，此后5 年按一定比例增加，专项用于支

持欠发达县重点经济建设项目的贷款担保。加大对欠发达县

职业培训的扶持力度，支持欠发达县每县办好1～2 所职业

中专或1～2 所职业技术学校，所需费用由省里给予一次性

补助。二是针对“非典”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时提出

16项税费扶持政策，有效缓解了“非典”对交通、旅游、

医药、卫生、饮食服务等行业的冲击。三是各级财政部门积

极研究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青岛市调整企业考核指

标，积极促使企业从扩大规模向提高效益转变；济南、潍坊

等市对城市经营资金实行市场化运作；东营市出台了加快服

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淄博、泰安市制定了财源建设规划，

加大了培植新财源的力度。四是围绕支持园区经济、半岛制

造业基地和“三个亮点”，大力调整支持方向，加大了对结

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通过财政贴息、担保等方

式，支持建立高新技术投资风险担保体系和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体系，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引导社会投资和消

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2003 年，全省共落实企业税费减

免90多亿元，投入技术挖潜改造资金 46.29 亿元，促进了

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大力拓展生态、环保、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等外资使用工作，利用国债资金34.95 亿元，建成及在

建项目360 个，进一步改善了全省的基础设施。全年实现出

口退税155.2 亿元，拨付出口扶持及奖励资金 6.5 亿元，促

进了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

二、积极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一是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积极筹措“非

典”防治资金。2003 年，全省共投入专项“非典”防治资

金10.8 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抗击“非典”工作。同时积极

支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全省医疗卫生支出39.61 亿元，比

上年增长17.99% 。二是及时安排救灾资金，全力支持抗洪

救灾和灾后重建。针对部分地区发生的严重的洪涝灾害，省

和有关市县及时拨付防汛救灾资金6.9亿元，保证了灾区群

众的生产生活需要。省财政还安排资金1 亿元，积极促进扶

贫开发和解决农村人畜吃水问题。三是认真落实“两个确

保”、“一个低保”政策，积极支持就业再就业工作，较好地

解决了特困企业离休干部“两费”拖欠和军转干部补助问

题，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维护了社会稳定。全省抚

恤救济和社会保障支出达62.67亿元，并安排2.9亿元支持

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四是全省全面停征乡村公益金，有 87

个县（市、区）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其他县缩小了征收范

围，并积极落实农业税灾歉减免和社会减免，直接减轻农民

负担近10 亿元。五是积极筹措增资资金，加大督导力度，

使全省及时足额兑现了中央出台的增资政策，提高了政府公

职人员的收入水平。六是加大对农村重点事业特别是农村义

务教育的支持力度，增加了向农村中小学免费提供教科书专

款、贫困学生助学资金和危房改造资金；进一步加大农村公

共卫生投入，有力地支持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乡卫生

院建设。七是进一步改进转移支付办法，加大对基层的转移

支付力度。提前下拨转移支付资金 11.3 亿元，并积极向中

央争取转移支付资金，全年省对下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达到

15.4 亿元，有效地缓解了基层财政困难，提高了县乡财政

的保障能力。

三、大力推进财政各项改革

一是积极支持税收征管改革。协调国税、地税等部门，

制定了发票双奖办法，改革了营业税超收奖励方式，完善了

税务部门经费供给和税收稽查激励机制。二是积极推进省级

部门预算编制改革。省级所有预算单位试编了部门预算，同

时对预算编制程序和方法做了较大改进。改革事业单位补助

方式，统筹安排预算内外财力，整合财政专项资金。三是逐

步扩大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试点范围，省级已将工资、政

府采购和部分专项支出纳入直接支付范围，市县也在工资资

金直接支付方面取得突破进展，全省基本实现了“财政安

排、银行支付”的工资发放形式，欠发工资问题得到有效遏

制。四是政府采购工作进展顺利。采购行为不断规范，采购

规模不断扩大。2003 年，全省完成政府采购金额 82.77 亿

元，节约财政资金 14.87 亿元，节支率达 15.2% 。五是各

地在推动财政改革中各有创新。烟台市大力推行个人福利和

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泰安市对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进行了

预算管理办法改革；潍坊市把城市建设纳入政府采购范围；

聊城、菏泽等市大力推行综合预算；枣庄、威海、东营等市

主动消化处理高价位库存粮，为实行粮食补贴方式改革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四、加强财政监督管理

一是，进一步明确了“收支两条线”范围，完善各项管

理制度。二是，改进财政监督方式，完善财政监督体系，加

强监督力量，组建了省驻市7 个财政检查办事处。全年共对

6 579户收支单位进行了专项检查，依法查处各类违规违纪

金额145.69亿元。三是，开展财政投资评审工作，全省财

政投资评审值达 125.69 亿元，省级经评审审定投资额

73.85亿元，审减查出违规违纪金额24.91 亿元，审减率为

25.22 % ，有效遏制了政府公共投资领域中高估冒算、截留、

挪用资金现象。四是，改进和加强报表统计等财政基础管理

工作，建立了以事前控制为主、事中审核为重和事后稽核为

辅的三级报表质量管理控制机制。五是，积极探索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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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新机制，确立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经营性国有资

产管理改革的思路，对国有企业改革中不实资产核销和国有

资产授权经营制定了具体办法和方案。为推动和规范国有产

权交易，促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防止资产流失，省级成立了

两个产权交易中心。同时，进一步加强保值增值考核、产权登

记、资产评估等工作。六是，狠抓会计信息质量专项检查，改

革会计从业资格年检制度，集中开展了“会计诚信建设年”活

动，理顺了注册会计师管理体制，加大对中介机构行业自律和

行政监管的力度，提高了会计信息监管工作质量。

五、积极参与重大改革政策调研

一是积极参与完成了省委、省政府组织开展的 10 项重

大调研中的7个调研课题，在培植财源、增加收入、促进县

域经济发展、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为省委、省政

府制定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提供了决策依据和建议。二是会

同国税、地税、统计等部门，对山东财政经济结构进行深入

分析，形成了较为系统和详细的分析报告，提出了促进结构

调整的建议措施。三是抓好重大改革政策的调研。对种粮农

民的“直补”问题进行调研，并结合山东实际，制定了粮食

“直补”改革具体方案。针对省属重点煤炭企业的实际情况，

经过深入调查分析，提出了以煤养煤、剥离辅业、壮大主业

的对策措施。同时，对税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

税费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进行了重点调研。四是

对财政工作中一些难点、热点问题，如工资发放、政府债务

风险、税源分布、出口退税、事业单位经费管理、企业税费

负担、财政资金的市场化运作等，开展了专题调查研究，提

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并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解决。

六、加强机关作风建设

山东财政部门积极研究制定了干部教育培训、考察考

核、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等方面的 9个制度、办法，促进了

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树立了正确的

选人用人导向，激发了干部职工干工作、求实绩的积极性。

大力开展行风建设活动，威海、淄博、枣庄等市在行风评议

中取得了前 3 名的好成绩。各级在减少审批事项、加快工作

“提速”和“金财”工程建设以及严肃廉政纪律等各方面，

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结合工作

需要，大力组织多层次、多内容的培训工作，全省财政系统

共举办各类培训班439期，培训干部36 404人次，提高了干

部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通过开展创建“学习型、实干

型、服务型、廉政型”四型机关活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精神

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争先创优意识、工作效率和质量、服

务水平等各方面有了明显提高。

（山东省财政厅供稿，李栋林执笔）

青 岛 市

2003 年，青岛市实现生产总值1 780.3亿元，增长

15.9% ，为1995 年以来的最高增幅。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147.5 亿元，增长2.5% ，第二产业增加值 937.1 亿元，

增长20.7% ，第三产业增加值 695.7 亿元，增长 13.1%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739.4 亿元，增长 54.6% 。实现

外贸进出口总额 206.6 亿美元，增长 22.1% ，其中，出口

额123.9亿美元，进口额 82.7 亿元，分别增长 17.2% 和

30.1%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12.2 亿元，增长

15.8%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101.4。城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10 075元，增长 9.7%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 530

元，增长8% 。

2003 年，全市实现财政总收入（不含海关代征“两税”

和关税）完成 24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5%。其中，地

方财政收入135.5 亿元，增长26.4%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收入完成 120.1 亿元，增长23.9% ）。上缴中央收入 110.4

亿元，增长12% 。全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完成 140 亿

元，增长19.6% 。全市连续11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一、建立有效机制，支持经济快速发展

（一）全面推行财源建设目标责任制。2003 年初，市政

府向 12个区（市）、25个部门下达了84项招商引资和培植

财源的目标，将招商引资激励政策与纳税情况挂钩，充分调

动了各级各部门培植财源的积极性，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40

亿美元。

（二）强化企业增加财源的激励机制。特别是在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考核中，将企业实际上缴税收的考核权重从

25% 提高到50% ，调动了骨干企业壮大财源的积极性。市

财政2003 年用于支持产业集群和海尔、海信、青岛港等大

企业发展的投入占全部支持企业发展资金的 81% ，其中，

用于大企业技术改造的国债贴息资金1.7亿元，占全市技改

国债贴息资金的88% ，拉动企业生产性投资近30亿元，促

进了骨干税源的进一步壮大。2003 年，40 个纳税大户上缴

各项税收79.2亿元，比上年增长30.2% ，对地方财政的拉

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三）落实财政扶持政策。积极筹措资金 1.9 亿元，扶

持外贸企业发展，促进了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针对“非

典”对服务业带来的冲击，及时对旅游企业给予短期贷款贴

息，对交通、餐饮等7个行业减免部分税费，帮助服务业渡

过难关。2003年，全市营业税完成 37.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 ，拉动地方财政收入增长6.1 个百分点。

（四）初步建立市与区（市）的财源建设联动机制。新

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了区级财政与区域内所有

企业的关联度，各区（市）财源建设的工作思路实现了由

“区属”向 “区域”转变，由 “争拉税源”向 “培植财源”

转变，把发展经济的眼光放宽到区域内的所有驻区单位和资

源，实现了统筹兼顾，共同发展，市、区两级实现了双赢和

协调发展。2003 年，全市共有 10 个区（市）收入增幅超过

20% ，12 个区（市）中有 6 个区市一般预算收入突破 6 亿

元。

二、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公共保障能力

（一）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农民负担进一步减

轻。2003 年，市本级财政支持各区（市）农业、教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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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医疗卫生等资金7.3亿元，比上年增加7 870万元，

重点向困难乡镇倾斜，农村义务教育费、计划生育经费得到

有效保证。

（二）建立社会保障政策支持体系，有效解决城市弱势

群体的生产生活困难。2003 年，全市完成社会保障性支出

9.26亿元，比上年增长 13.6% 。市本级社会保障性支出

4.78亿元，增长 15.9%。全年累计发放保障金 2.4 亿元，

救助城市贫困人口15.2万人、农村贫困人口 30.6 万人。及

时调整财政社会保障资金投向，将促进就业支出由上年的

3 980万元调增到1.5亿元，增长276% ，共开发政策性扶持

岗位1.6万个，帮助1.8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将国有资产出

让收益、困难企业土地变现收入以及财政安排资金共计 8.8

亿元，全部实行专户管理，解决了3.7 万名困难企业职工的

安置和2.3万名职工的欠薪欠费问题，维护了全市社会稳定

大局。

（三）科技、教育等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2003 年，

全市科技三项费用支出 3.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7% ，主

要用于重点实验室建设和鼓励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各项教育

事业费23.6 亿元，增长 9.7% ，进一步改善了农村中小学

布局；公检法支出10.6 亿元，增长33.5 % ，确保了各级政

法部门履行职能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四）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全市完成基本建设

支出8.9亿元，比上年增长 42.1% ，重点保证了城市道路、

绿化、河道整治及学校、医院等项目的建设。

（五）积极筹措资金为抗击“非典”提供充足及时的后

勤保障。市委、市政府明确市财政局为市防治“非典”指挥

部后勤保障组的牵头单位，在很短时间内，通过各种渠道筹

集抗击“非典”的资金、物资达到9 342万元，其中市区两

级政府投入达6 088万元，社会各界捐赠的款物达3 254万

元。同时设置了防治“非典”专项资金账户，对防治“非

典”资金实行统一管理，对防治“非典”物资实行政府采

购、集中储备、统一调配管理，确保抢救一线定点医院的设

备和防护物资供应和农村一户一支体温表的采购供应，为全

市抗击“非典”做出了贡献。

三、深化财政改革，财政运行质量明显提高

（一）逐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针对部分区（市）存在

的乱拉税源导致税收无序转移和市内四区增量分成与其他区

不一致，造成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

求，市财政局及时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对生产性企业

和非生产性企业转移税收的，分别实行三年和五年过渡的办

法；将18户重点企业全部下放区（市），作为市与区共享收

入。新体制进一步调动了各级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积

极性，对促进区市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积极推进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按照中央改革要求

和现行财政体制，合理核定了各区（市）的出口退税基数。

在青岛海关、市国税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加快全市出口

商品的报关、退税速度，确保了出口退税机制改革顺利实

施。
（三）推进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将市级超储备粮全部压

销完毕，减轻了财政和粮食购销企业的负担，建立了比较完

备的粮食储备制度，为落实粮食直补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当年轮换的 4 万吨市级储备粮，全部实行招标采购，节约

财政资金1 500万元。

（四）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省、市有关农村税费改革的规定，切实将减轻农民负

担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从 2003 年 9 月份起，在农业税计

税土地上不再征收农业特产税（烟叶除外），一律改征农业

税，降低水产品生产环节税率，并改征农业税，取消水产品

收购环节特产税，取消分散零星的非耕地上原来征收的特产

税。同时，对农民人均土地比较少，并从事工商业、种养殖

业的农户征收乡村公益事业金，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全市

农民人均负担由改革前的 148 元降至 85.3 元，人均减负

62.7元，平均减负率达 42.4% ，减负幅度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7.4个百分点。

（五）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成效显著。在全国财政系统率

先创建“阳光采购”服务品牌，全面推行“承诺限时”和

“跟踪回访”服务，采购效率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大力推

行网上公开招标、分散采购、定点采购、跨行业集中采购，

采购范围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活动更加规范透明。2003

年，全市政府采购金额 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56% ，节约

资金1.2亿元，节支率 15%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4 个百分

点。

四、强化财政监管，提高依法理财水平

（一）结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出国经费、会议费、

车辆购置费、修缮费实行定额管理，将专项支出管理纳入公

平、透明、规范的轨道，减少了财政资金分配中的人为因

素，从源头上健全了预防腐败的制度防线。2003 年，市直

部门会议费、出国经费、车辆购置费比上年下降 15% ，节

约资金1 800万元。

（二）对市直143 个一级预算单位全部实行会计集中核

算。全年集中核算资金规模达 82.6 亿元，机关、事业单位

收支活动进一步规范透明。将政府投资基建项目纳入会计集

中核算，涉及项目建设单位 61 个，项目总投资规模 11.98

亿元，基建支出实现了由事后审查向全过程监控的转变。

（三）加大对政府投资基建项目的决算审查力度。2003

年审结批复项目决算107个，审减财政资金1.3 亿元。对财

政投入的科技资金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行公开招标和跟踪

问效。对22个科技资金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实现了由

部门分配项目向公平竞争确定项目的转变；对 12 个重点实

验室和17 个高新成果转化奖励项目进行绩效评价，促进了

专项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四）进一步完善“收支两条线”管理。对 394 个收费

项目实行了“票款分离”，将30 个部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纳

入了预算管理。

（五）创新财政监督方式，延伸财政监督领域。加大对

财政收支活动的监督力度，坚持监督与管理相结合、监督与

改革相结合、监督与服务相结合，内外监督并举。2003 年，

全市共查出各类违规资金近1.6 亿元，纠正违规资金7 035

万元，追缴（扣拨）财政资金906万元，在促进财政秩序好

转和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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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预算编制与执行相分离的制衡机制。按照

“依法理财、高效透明、权责明晰”的原则，青岛市财政部

门对涉及财政管理的 77项业务流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改进，

明确各处（室）职责分工的基础上，研究制定新的工作规

程，改造预算编制、预算执行流程，进一步强化了预算约束

力，堵塞了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为杜绝财政内部人员出现

腐败行为建立有效地机制保障，进一步完善了财政部门内部

监督制约机制。

五、立足制度创新，全面推进机关建设

（一）从制度建设入手，重建行为规范。结合当前公共

财政建设和财政改革的实际，研究制定了《青岛市财政局创

建“四型”机关实施纲要》，从壮大财源、优化结构、创新

机制、规范管理、提高效能、服务社会等 6 个方面制定了

65条措施，将其作为新时期财政干部的行为准则和财政工

作的核心内容，并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始终。

（二）创新考核机制，行政效能不断提速。结合机关作

风整顿活动，学习海尔绩效管理精髓，建立了涵盖处（室）

绩效评估、岗位目标、公文办理、工作环境、责任追究等 6

项内容的考核体系，采用“账簿”管理模式进行量化考核，

科学客观地评鉴财政干部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并把考评

结果与干部的选拨任用结合起来，极大地激发了财政干部奋

发工作的积极性。

（三）认真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及时进行清理取消和停

止执行法律上已经失效的审批事项。截至 2003 年底，市财

政局行政审批事项由2001 年的58项减少到6项，削减清理

幅度达90% 。财政部门对依法保留的审批事项进一步减少

审批环节，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站向社会各界承诺审批时限，

公布投诉电话，对重大审批事项的审查、批准、执行分别实

施，避免越权审批和随意性审批行为。

（青岛市财政局供稿，李诗华执笔）

河 南 省

2003年，河南省实现生产总值7 025.9亿元，比上年增

长10.5%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 237.0亿元，下降

2.5% ；第二产业增加值3 550.5亿元，增长17.0% ；第三产

业增加值2 238.5亿元，增长 9.1% 。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

劲，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 310.5亿元，比上年增长

26.9% 。对外贸易大幅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 47.2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47.2 % 。市场物价稳中有升，全年商品零售价

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1.3%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

升1.6% 。

在经济稳步发展基础上，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

好。全省财政总收入 58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8% ，其

中一般预算收入338.1 亿元，增长 17.9% 。国税部门组织

收入（地方部分）74.8 亿元，增长 15.6% ；地税部门组织

收入 140.3 亿元，增长 16.6% 。上划中央“两税”（增值

税、消费税）收入 218.3 亿元，增长 14.7% 。全省财政支

出716.6亿元，比上年增长13.9% 。按现行体制结算，实

现了当年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

一、调整结构全力支持经济加快发展

（一）积极促进投资增长。2003 年，河南省财政部门新

争取国债资金38.1 亿元，带动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争取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32.7 亿元，贷款项目 34 个，

其中新上项目11个，贷款额24.2亿元，扩大了投资资金来

源。2003年全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 310.54亿元，比上

年增长26.9%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 。

（二）支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改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和工业结构调整贴息资金管理办法，将两项资金合并使用，

统筹安排。2003 年，全省累计下达贴息资金2.33 亿元，带

动银行贷款117亿元，支持安钢、焦作万方、思达高科、洛

阳耐火材料研究院等企业的技术创新，推动了传统产业升

级。完成出口退税16.2亿元，投入3 000万元支持郑州出口

加工区建设，筹集专项资金8 600万元，支持企业开拓国际

市场，扩大外贸出口。投入旅游基础设施项目财政贴息

3 000万元，吸引银行投资 5 亿元，支持了旅游产业发展。

筹措农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2亿元，重点支持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体系和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全省优质专用

小麦收获面积增加到2 305万亩，占小麦收获面积的比重达

到32%。

（三）深化改革，优化环境，支持企业加快发展。2003

年，河南财政部门着力完善企业产权、资产损失处理、经营

者激励机制等财税政策，支持焦作碱业、洛阳春都、漯河双

汇等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和安玻、永煤等省属大型国有企业改

制。为31 户企业申请外汇借款项目以税还贷1.42 亿元，依

法减免企业各类税收 33.86 亿元，抵补亏损 6.35 亿元，国

产设备投资抵免所得税7.86 亿元，增强了企业自我发展能

力。针对“非典”疫情给部分行业造成的不利影响，财政部

门及时提出对旅游、餐饮、交通、出租车等行业的税费优惠

政策，经省政府批准后执行，为上述行业渡过难关、恢复正

常经营提供了政策支持。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清

理整顿政府收费行为，108项收费纳入预算管理，取消收费

54项，降低标准10项，优化了企业发展环境。

（四）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调整土地收入管理政策，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全部作为市县收入，增加市县城镇建

设财力。省级财政筹措资金7 885万元，对 7 个重点县市城

镇化建设和38个城市土地开发项目实施贴息，吸引社会资

金 7.3 亿元，加快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二、确保重点，维护社会稳定

（一）保障抗击“非典”资金需要。面对2003 年春夏突

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河南各级财政及时调整支出结构，

在较短的时间内筹措资金 5.9亿元，用于防治“非典”资金

需要，对农民和城市困难群体实行免费救治，对参与防治

“非典”的医务工作者给予特殊补贴，对所有乡镇卫生院安

排专项补助，为全省取得无“非典”死亡病例、无医务人员

感染、无输出病例的成绩提供了财力保障。

（二）千方百计支持抗洪救灾。2003 年，河南遭受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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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灾害。各级财政千方百计筹措救灾资金 13.6 亿元，其

中用于农业生产救灾1.9亿元，保证了黄河兰考段抢险堵口

等重大救灾支出需要；用于受灾群众倒塌住房重建资金 1.8

亿元，帮助农民重建住房23.4 万间；下达黄河、淮河洪涝

灾区水毁设施重建和淮河行滞洪区群众迁安资金 4.1 亿元；

对受灾农民减免农业税 4亿多元，安排农村困难群众生活救

济资金1.8亿元，实施开仓借粮，为确保灾区群众有饭吃、

有衣穿、有房住、有病能医治，不因受灾造成学生辍学创造

了条件，促进了灾区和广大农村的稳定。

（三）加大对社会保障支持力度。2003 年，全省社会保

障补助支出和抚恤救济支出 7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3% 。其中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53.7 亿元，增长 20.6% ；

抚恤救灾支出24.1亿元，增长41% 。安排下岗职工基本生

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10.5 亿元，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资金4.1亿元，增长11.7倍，16.3 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

本生活费按时发放，37 万人实现再就业。争取中央关闭破

产企业补助资金9.8亿元，安置职工31 169人。河南各级财

政安排养老保险补助支出 28.3 亿元，157.7 万企业离退休

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全省 125 万人享受最低生活保

障，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三、统筹兼顾，积极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

（一）支持农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全省农业、林业、

水利、气象、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达 43.2 亿元，顺利完成

了 3年解决 260 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的目标，改善了农村生

产和生活条件。

（二）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支持农村卫生事业发展。

针对“非典”疫情暴露出来的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环节，省财

政部门筹措1.94亿元用于全省136 个市县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建设。筹集2亿元专项资金，支持 25 个试点县（市）建

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保农民1 197万人，占试点县

（市）农民的 78.1 % ，345.7 万农民享受到合作医疗补助。

投入资金8 000万元，2003 年内基本完成首批 200 所乡镇中

心卫生院的改造。

（三）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基本保障机制。2003 年，河南

财政部门完善财政统发、银行代发工资制度，加大对困难县

转移支付力度，加强收入淡季现金调度，农村中小学教师工

资发放标准有所提高，发放比较及时。省级财政筹措资金

1.27 亿元，改造农村中小学D 级危房近40万平方米。

（四）支持重点高校加快发展。省财政部门投入3.53 亿

元，用于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新校区和中

央、省共建院校建设，高校扩容工程进展顺利。

（五）加大科技投入，增加环保资金。2003 年，全省完

成科技支出 8.8亿元，其中科技三项费用支出5.7亿元，支

持了肉制品生产加工配套技术研究和制造业信息化等重大科

技项目。安排杰出人才创新基金和杰出青年基金1 248万元，

支持科研人员开展攻关。

（六）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安排环保建设资金 12.9 亿

元，退耕还林资金8.4亿元，完成退耕还林380 万亩，全省

环境保护状况得到改善。

四、积极探索，不断推进财政管理制度改革

（一）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省市两

级建立了规范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资金支付效率提高，财

政监管力度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政府采购规模扩大。2003 年全省完成政府采购金

额52.3亿元，比上年增长49% ，平均资金节约率12%。工

程项目纳入政府采购，实行公开招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三）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促进农民减负增收。2003

年，河南取消了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进一步减轻农民

负担。财政部门对改革后农民负担情况进行全面排查，采取

调整计税面积等办法解决个别农户增负问题，确保“户户减

负”。在转移支付中单列乡对村经费补助数额，确保村级经

费落实。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查处纠正了个别地方乱集

资、乱收费问题，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成果。

（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财政部门在洛阳、

安阳、商丘、信阳、三门峡5市进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试点，

5市农民直接得到补贴2.3亿元，平均每户37 元，其余 13 个

市的农民享受价内补贴5.7 亿元，受到了群众普遍欢迎。

（五）“金财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省财政厅与18 个市

财政部门的广域网建设全部完成，18个市、90多个县区建

成了局域网，省级和部分省辖市实现财税库联网，省级城域

网一期工程投入使用，财政统发工资、预算编制、国库直接

支付和农税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等业务软件进一步推广，财政

信息化管理水平提高。

（六）财政监督力度不断加大，投资评审成效显著。

2003年，河南财政部门组织开展了转移支付、社会保障、

农业税灾歉减免、化解金融借款等专项资金和会计信息质量

检查，纠正了存在的问题，严肃了财经纪律。同时，加强政

府投资评审工作，全年共审核政府投资项目1 246个，审减

造价4.6亿元，节约了财政资金。

五、完善机制，全面加强财政干部队伍建设

2003 年，省财政厅以厅机关中层干部选拔任用为契机，

公开用人标准，严格遵循规定程序，实行不定岗位公开竞

争，坚持民主集中制，使一批德才兼备的同志走上了领导岗

位，做到了“使用一个人，树起一面旗”，树立了良好的用

人导向和用人机制。在公务员考录过程中，省财政厅严格按

照规定，从笔试、面试、体检、考核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

新录用了综合素质较高的30 名公务员，充实了干部队伍。

此外，省财政部门还加大了廉政建设力度，坚持教育、

制度、监督三管齐下。通过开展“三观教育”、“权力观教

育”和民主评议行风活动，提高了财政公务员廉洁从政的自

觉性。国库管理制度、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等改革的不断

深入和专项资金分配制度的日益健全完善，构筑了反腐倡廉

的制度屏障。谈话制度的实施、廉政责任制的进一步明确以

及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加强，为廉政建设各项工作的落实

提供了保障。截至2003 年，河南省财政厅已连续六年被评

为省直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

（河南省财政厅供稿，王雪云、马剑平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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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省

2003 年，湖北省实现生产总值首次突破5 000亿元大关，

达到5 395.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9.3% 。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792.55 亿元，增长 5% ；第二产业

增加值2 580.58亿元，增长10.2；第三产业增加值2 022.78

亿元，增长9.7%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 883.59亿元，

比上年增长 11.1% 。进出口总额 51.11 亿美元，比上年增

长29.2% 。其中，出口总额 26.56 亿美元，增长 26.5% ；

进口总额24.55 亿美元，增长 32.3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2 358.69亿元，比上年增长10.8% 。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

回升，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102，上涨 2.2% 。全省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 322元，比上年增长5.1% ；农民

人均纯收入2 567元，增长2.8% 。

2003 年，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259.76 亿元，比

上年增长10.1% 。上划中央收入完成 227.61 亿元，比上年

增长17.65。其中，上划中央增值税完成 136.92 亿元，增

长14.2% ；上划中央消费税完成 38.02 亿元，增长 9.7% ；

上划中央企业所得税完成 35.47 亿元，增长 37.2% ；上划

中央个人所得税完成17.2 亿元，增长31.7% 。全省财政支

出完成540.43 亿元，比上年增长 5.7% 。全省基金收入完

成168.90亿元，比上年增长29.6% ；基金支出完成170.4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 。按现行财政体制结算，当年财政

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

一、狠抓增收节支，确保收支平衡

2003 年，在“非典”疫情重，自然灾害大，减收增支

因素多的情况下，省财政厅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总体部署，

紧急动员，及时采取措施，搞好增收节支工作：一是进一步

强化全省财政系统增强增收节支工作的紧迫性和责任感，及

时召开会议，分析和研究形势，下发文件，对增收节支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并加大督办落实力度。二是强化收入征管。

与其他部门一道，坚持依法征管财政收入，对税收收入、基

金收入和非税收入都努力做到依法征收，既不收过头税，也

不允许财政收入跑冒滴漏，在提高财政收入质量的同时，保

证财政收入正常增长。三是建立收入激励机制。制定了《省

财政厅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将一般性转移支付由

全部均衡性转移支付优化为均衡性转移支付与激励性转移支

付相结合，调动了各地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四是建立财政收

支联系点制度，帮助市州分析收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解决困难的办法和措施，指导各地推进财政改革，加强财政

管理。五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

想，认清省情，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严肃财经纪律，大力

压缩一般性支出。

二、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财政工作第一要务，

大力支持全省经济发展

（一）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力度。2003 年共拨付国债专项资金 24.2 亿元，重点支持堤

防、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强国债资金监督管理，重

点对移民建镇、堤防建设和省直重点项目开展专项检查，保

证了国债资金的安全、有效运行。

（二）积极支持抗击“非典”和克服“非典”对经济的

负面影响。2003 年“非典”疫情爆发后，各级财政部门主

动调整支出结构，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全省各级财政千方

百计筹措2.84亿元防治“非典”资金，主要用于农民和城

镇困难群众中“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的免费治疗；定点医

院、发热门诊和隔离观察室应急改造和急救设备购置；向参

加“非典”防治工作的一线医护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提供特殊

临时性工作补助；支持建立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

制等，为稳定人心，夺取抗“非典”阶段性胜利作出了积极

贡献。同时，根据国务院和财政部出台的“非典”防治期间

税费减免政策，结合湖北省实际，出台了对困难行业在限定

时段内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部分税收的系列

政策，有效地帮助了受“非典”冲击较大的旅游、餐饮、民

航、旅店、出租车等行业和企业克服困难，恢复生产，保证

了经济稳定发展和财政收入正常增长。

（三）大力支持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2003

年，省财政配合相关部门筹措了7 亿元资金，支持省属国有

企业改制和重组。安排生产调度资金 2.7 亿元，支持有产

品、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发展生产。安排科技三项费用

9 421万元和企业技术改造贴息资金4 345万元，争取国债技

改贴息资金1.43 亿元，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竞争

力。参与研究蒲纺、荆襄磷化工集团、汽车集团改革脱困方

案，制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政策措施。帮助大冶有色公司做

好枯竭矿山、蒲炭、武汉汽配、机床等关闭破产的准备工

作，为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制定企业经营者年薪制、

工效挂钩等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

性。

三、贯彻党的农村政策，支持解决“三农”问

题

（一）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一是严格执行政策，减轻农

民负担。省财政厅认真执行省委、省政府《关于调整完善农

村税费改革几个政策性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认真抓好当前

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的几点意见》等文件精神，努力做好农村

税费改革工作。各地通过核实计税要素、规范农业水费等措

施，严把负担方案审批关，2003 年农民负担的两税两附加

总额为 31.8 亿元，比上年减少9 506万元，减幅为 2.9% 。

组织专班分三批对全省78个县（市、区）2002 年农村税费

改革工作进行严格的考核评估。二是狠抓征管主体到位，规

范征管秩序。召开了农业税收征管现场会，加强征收主体到

位和税收征管力度。完善征收网络，强化征管手段。三是加

强资金保障，实现“三个确保”。2003 年用于农村税费改革

的转移支付资金达到 21.81 亿元（不含市县配套资金）。制

定了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在确保减轻农民

负担的同时确保村级正常运转和农村中小学正常运转。

（二）加大农业投入力度。2003 年，全省共安排支农支

出18.25亿元，比上年增长3.1% 。其中：省级安排支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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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5.75亿元，比上年增加2 531万元，增长5%。在加大农

业投入的同时，转变财政投入方式，逐步减少对经营性项目

的直接投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

业服务体系建设、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的支持力度。

（三）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2003 年，全省共完成

161个土地治理项目的建设任务；完成 9 个优质粮基地项

目、1个优质棉基地项目、2 个优质油菜基地项目建设，扶

持了 30个以草本作物为主的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在抓好

64个一般多种经营项目、发展各种种养基地的同时，重点

抓好建始县魔芋种植加工、沙洋县“双低”油菜籽加工、宜

都桔橙营销市场等6个骨干龙头项目建设。

（四）积极推进粮食直补改革试点。认真做好17个粮食

主产县（市）直补工作，做到认识到位，宣传到位，政策到

位，资金到位，工作到位，保证补助款落实到农民手中。

（五）加大扶贫开发工作力度。坚持开发式扶贫，变

“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加快脱贫步伐。2003

年，省级财政共安排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等扶贫性质资金

6 300万元，争取中央扶贫资金3.93亿元，保证了全省扶贫

开发的顺利进行。

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重点支出需要

（一）切实保证工资兑现。坚持做到“三严”：一是严要

求。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和公共财政的要

求，将工资性支出在年初预算中打足，不留硬缺口，提高预

算到位率。二是严措施。按照“三核一代”（编办核编，人

事核标，财政核资，银行代发）要求，全面推行工资财政统

发，并建立工资资金专户，专款专用，同时加大资金调度力

度，优先保障工资性资金的到位。三是严制度。各级财政部

门坚持按时报送工资兑现月报表，及时向省委、省政府汇报

兑现情况，提供工资兑现信息。2003 年，全省财政供养人

员人月平基本工资746元，基本工资兑现率为100% ，工资

统发率达85% 以上。

（二）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一是落实财税

优惠政策，支持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省财政厅会同有

关部门制定了再就业资金管理、税费减免、小额贷款等配套

文件，进一步放宽了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的实施范围，延长

了实施期限。除按中央规定免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有关

税收和1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外，对以前出台的相关收费政

策也进行了清理和整顿，免征了 39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同

时，通过各种渠道加大了再就业资金投入力度。二是继续做

好“两个确保”和“低保”工作。三是确保灾民基本生活。

共下达灾害救济补助费 1.9亿多元，为各地抗灾救灾提供了

坚实的物质基础。四是调整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平

均增幅为15% ；安排 790 多万元用于驻鄂部队随军配偶家

属失业下岗期间生活补助；安排302万元用于解决在乡在职

革命伤残军人生活困难补助。五是切实解决部分企业军转干

部生活困难问题。全省共拨付专项转移支付资金7 989万元，

省财政在全面核查的基础上补发省直企业拖欠军转干部的工

资、养老金、医疗费等531万元。六是核拨了省直350 多个单

位离休人员拖欠2002 年“两费”1 280万元。困难群众生产生

活问题基本得到了妥善解决，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三）大力支持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

展。一是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为保证“一费制”地区农

村中小学的正常运转，省级财政按每生每年 30 元的标准安

排公用经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同时，与相关部门密切配

合，积极向中央争取资金，实施“第二期危房改造工程”，

确保学校和师生安全。二是积极促进科学、文化、卫生体制

改革。2003 年，支持省直19个科研院所完成转制，促进文

化表演团体市场化建设，积极开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

点工作，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五、坚持公共财政改革方向，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

（一）继续深化部门预算改革。2003 年，省级实行部

门预算的扩大到省直 29 个部门，并选择了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省财政厅等10 个部门进行了比较规范的部门

预算改革试点。各市、州、县财政部门，在部门预算改革上

进行了积极探索。全省已有武汉、荆门、宜昌、黄石、随州

等10个市州、16个县市区在本级全面实行了部门预算，其

他地方也分别进行了预算编制试点。市州一级，有950 个预

算单位编制了部门预算，占预算单位总数的 63% 。县市一

级，有1 707个预算单位编制了部门预算，占预算单位总数

的25%。

（二）顺利推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一是国库集中

收付制度框架体系基本确立，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办法，基本

形成了规范统一的财政资金支付管理制度。二是省级改革试

点工作顺利实施。省本级在10 个比较规范的部门预算单位

进行了国库集中收付改革试点，123 家预算单位纳入了试点

范围。三是市县改革试点工作积极推进。截至 2003 年底，

市州一级已有荆门、荆州、宜昌、随州、黄石等市进行了国

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其中荆门市、随州市已将试点范围覆

盖到大部分市直单位，宜昌市将市直74个部门 242 个预算

单位纳入了改革范围。沙市区率先实现了会计集中核算向国

库集中收付的相互衔接。

（三）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工作力度。一是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落实《政府采购法》，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机构。

截至2003 年底，设置政府采购监管机构的有16个市州，执

行机构分设的有 10 个市州，县（市、区）政府采购监管机

构到位的有 102 个，占应到位数的 94.4% 。二是全面推行

政府采购预算制度，扩大政府采购范围。省级启动了服务类

和工程类政府采购试点。10 个比较规范的部门预算试点单

位的车辆保险纳入政府采购，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省级车辆

承保协议服务单位。选择了省博物馆等基本建设工程项目进

行政府采购试点。

（四）进一步加强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一是省财政厅

会同省监察厅制定下发了《2003 年全省落实收支两条线规

定工作实施意见》。二是开展重点稽查，规范收、罚行为。

组织专班，对省直36 个重点单位进行稽查。三是进一步规

范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四是严格收费票据管理。由专管员严

格把关，坚持做到了交旧领新、以票控费。凡资金不进专户

的，停止供票；凡单位对票据管理不规范、不核销旧票据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的，停止供票。

六、坚持推进依法理财，努力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一）加强法制建设。2003 年，省财政厅完成了《湖

北省实施会计法办法》、《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办法》和《湖北省政府土地储备转让收入管理办法》等财政

法规、规章的修订和制定工作；进一步加强收费基金监督管

理工作，建立了收费基金项目目录公布制度，向全社会公布

了《2002中央及省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

和《湖北省涉及中央及省机动车辆收费项目目录》。

（二）强化财政管理和监督。从“借、用、还”三个环

节入手，加强政府外债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管理，积极防范

债务风险；以全面贯彻《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整顿

和规范会计秩序为重点，净化经济发展环境，加强会计管

理，强化会计委派制；财政监督机构按照计划检查与随机检

查、重点检查与一般抽查、资金安全检查与资金跟踪问效、

检查与管理服务相结合的要求，开展了对省级收入征管质

量、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工资性转移支付

资金使用情况、防“非典”专项资金使用情况、25 个国定

贫困县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等的监督检查，为推进财政改革，

加强财政管理作出了贡献 。

（三）进一步提高财政投资评审工作质量。认真进行相

关单位的清产核资和资产登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非

转经”占用费征收等工作，积极探索财政支出效绩评价。认

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财政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估

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估管理工作的意见》，顺利实现资

产评估行政管理改革，改善了评估市场秩序。按照“服务改

革，抓住重点，确保主体，稳步推进”的原则，积极推进了

“金财工程”建设。

（湖北省财政厅供稿，刘辉文执笔）

湖 南 省

2003 年，湖南省实现生产总值4 633.73亿元，比上年增

长9.6% ，为1998 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885.87亿元，增长3.6% ；第二产业增加值1 793.71

亿元，增长 12.6% ；第三产业增加值1 954.15亿元，增长

9.6% 。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 556. 94亿元，比上年增

长14.8%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 816.3亿元，比上年

增长10.8%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102.4，比上年高

2.9个百分点。全省进出口总额37.3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9.9% ，其中出口 21.46 亿美元，增长19.5% ；进口 15.9

亿美元，增长 47.1 % 。全年协议利用外资 23.76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43.3 % ；实际利用外资 17.9 亿美元，比上年增

长30%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14.89亿美元，增长44.4% 。

2003 年，全省完成财政总收入 489.75 亿元，比上年增

加65.11亿元，增长15.33% ，超过 GD P 增幅 5.73 个百分

点。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268.65 亿元，增加37.5 亿

元，增长19.25% ；上划中央增值税和消费税183.69 亿元，

增加18.14亿元，增长10.96% ；上划中央所得税37.41 亿

元，增加 9.47 亿元，增长 10.64% 。全省完成财政支出

573.75亿元，比上年增加 40.72 亿元，增长 7.64% 。按现

行财政体制结算，2003 年全省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并略有

节余。全省累计赤字市县 11个（市本级1 个），比上年减少

6个；累计赤字3.9亿元，比上年减少1 176万元。

一、努力增加投入，积极支持经济发展

（一）尽力消除“非典”影响，启动和恢复经济发展。

2003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全省财税部门及

时制定了对受影响行业的减免营业税、行政事业性收费、政

府性基金等政策，出台了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贷款贴息、出口

信用保险保费资助及境外加工贸易资助等措施，大力扶持外

经贸、旅游、饮食、旅店和交通运输等受“非典”影响较大

行业的发展。全省因“非典”减免收费、基金约 4亿元。为

了抗击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各级财政共安排防汛、抗旱

和水利水毁工程修复资金1.25亿元、救灾救济资金2.88亿

元，较好保障了灾后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恢复。

（二）努力争取国债等中央投资。2003 年，省财政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争取国债项目289个、国债专项资金34.86亿

元，并在国债投资方向和结构上进行调整，促进了投资和消

费需求增长。同时，采取分级负责的办法，层层落实国债资

金监管责任，重点把好政府采购关和资金拨付关，对岳纸、

湘钢集团等国债技改项目效益情况进行了跟踪检查。

（三）进一步加大对优势产业发展的投入。2003 年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滚动投入9 190万元，支持高新技术

企业成长。加大对长丰、华菱、岳纸等重点企业技术改造投

入，支持企业技术进步。积极筹措资金2亿多元，支持国有

困难企业关闭破产，推动国有劣势企业退出市场，完成了中

央下放的第一批7 个资源枯竭型矿山的关闭破产工作。贯彻

中央对文化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采取了相应措施支持出

版、电视等文化企业做大做强。

（四）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全省财税部门认真

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制定

了22条鼓励和促进民营经济创业、技术创新、投融资、吸

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以及参与国企改革的财税优惠政策。

省财政从2003 年起，将连续5 年每年安排2 000万元专项资

金，用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立及风险补偿。

（五）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2003 年，省财政安排

1 000万元，专项用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

同时，积极调整支农资金支出结构，整合农业专项资金，增

加了农业基础性投入。

二、积极组织收入，保持了财政收入的持续稳

定增长

2003 年，全省各级财税部门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

于财政收入增长要有新突破的要求，深入开展税源调查和收

入预测分析，强化各项收入征管措施。大力清理税收优惠政

策，重点清理和纠正了对营业税、房产税、契税、耕地占用

税等税种的越权减免行为；根据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带来的

税收新变化，突出了对医药、电信等快速增长行业和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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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税收征管；积极支持对中小烟厂的关停和兼并，壮大

长沙、常德两大卷烟集团，确保支柱税源稳定增长。针对

“非典”疫情带来的减收形势，广泛开展挖潜增收，加大了

对地方税种和非税收入的征管力度，弥补了“非典”造成的

收入损失。国税系统认真实施对重点税源的监管和服务，加

强税务稽查，堵塞征管漏洞，大力清理欠税，促进了主体税

收的稳定增长，收入总量和增收幅度创历史新高。地税系统

扎实开展“征管基础建设年”活动，狠抓征管质量考核体系

和征管责任追究办法的完善和落实，进一步掌握了收入工作

主动权，地税收入也取得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其中营业税比

上年增长24.35% 。全省重点税源企业监控面达到70% ，个

人所得税重点税源监控面由 2002 年的5 000人增加到 2003

年的3万人，使用个人所得税扣缴软件的单位达4 000余户。

进一步规范对农业四税的征管。对农业税计税土地上生产的

农业特产品，除保留原 46 个应税品目中的 9 个品目并纳入

农业税统一征收外，不再征收农业特产税。

三、深化财政改革，进一步规范财政管理

（一）进一步完善部门预算改革。2003 年，湖南省财政

部门努力规范预算编报程序，完善了单位基础数据信息库，

修订了公用支出标准定额。省直所有部门都实行了部门预

算，向省人大报送部门预算的单位已增加到 20 个。同时，

加强了对市县财政预算编制改革的督促指导。

（二）加强“收支两条线”和非税收入管理。按照优化

经济发展环境的要求，完成了全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

基金清理，2003 年共取消 39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将 16 项

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将经贸、物价、人事

等部门和单位的107 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预算管理。成立

了以常务副省长任组长，省纪委、监察厅具体牵头，财政等

有关职能部门参与的工作机构，对省直单位公有资产和非税

收入进行了全面清理，基本摸清了家底。省里先后召开省政

府常务会议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规范非税收入管理

问题，省编委批准在省财政厅成立专门的非税收入征收管理

局。《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已列入2004 年省人大立法

规划，并已完成了立法的前期准备工作。

（三）稳步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2003 年，省直

48 家预算单位实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并扩大了市

县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付过渡的试点工作。同时，大

力清理整顿收入过渡户和银行账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

运行。省国库集中支付系统 2003 年共支付财政资金 3.5 万

笔、28.74亿元，其中直接支付 1.1 万笔、24.06 亿元，授

权支付2.4万笔、4.68 亿元，通过统发工资系统直接支付

人员工资6.5亿元。

（四）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按照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规定，2003 年，湖南省

各级财政部门进一步核实和调整农业税计税要素，加强政策

执行的监督检查，完善农业税政策，落实农业税减免有关规

定，调整改革农业特产税；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狠抓了农业税

征管、涉农收费管理、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等配套

改革，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到

2003年底，全省农民税费负担比上年总体减轻近40% ，农

民每年得到实惠达30亿元。

（五）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制度建设。按照《政府采购

法》的要求，加大政府采购管理力度，扩大了政府采购规模

和范围。2003 年全省实际完成政府采购39.95 亿元，比上

年增长41.6% ，节约资金5.24亿元，节支率为13% 。

四、统筹各项财政资金，切实保证重点支出需

要

2003 年，全省财政部门认真贯彻《中共湖南省委办公

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两个务必”要

求，切实加强财政增收节支工作的通知》精神，集中财力保

重点，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优化支出结构，严格支出预算

管理。一是突出对“非典”防治经费的保障，各级财政及时

调整支出结构，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4.79 亿元，有效保证了

全省防治“非典”的经费需要。二是突出对工资发放的保

障。按照“一是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年初打足工资预

算，完善财政统发工资办法，基本建立了工资发放保障机

制，工资发放状况进一步好转。全省纳入财政统发工资的人

数达138 万人，统发面达 85% 。三是按照省委、省政府关

于“保障必要经费，促进依法行政”的要求，组织对全省公

安、工商行政管理和技术监督部门经费保障情况进行了全面

调查，分系统制定了具体的经费保障措施，进一步提高了行

政政法经费的保障程度。四是稳步增加社保、教育和扶贫投

入。2003 年全省筹措低保资金 9.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90.82 % ，基本做到了应保尽保；制定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

贷款担保财政贴息、社会保障补贴、再就业培训等制度办

法。省财政安排再就业专项资金1.3亿元，有力促进了全省

再就业工作；挤出财力积极支持在全省 20 个“国扶县”全

面实行“一费制”，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断增加；积极支持

体育设施建设，确保了第五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在湖南省长沙

市成功举办；加大了对农村卫生、合作医疗、社会救助站等

的投入。对县乡财政体制及财政困难县乡进行了专项调查和

认真研究，并结合财力实际，调整完善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办

法，通过积极争取中央支持，加大了省对下转移支付力度。

2003 年省财政新增 6 亿多元转移支付资金，全部直接分配

到困难县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

五、加强财政监督管理，提高依法理财水平

一是统一组织了省级财政收入、省直有关单位财政财务

收支状况、会计信息质量和“收支两条线”管理等专项检

查，纠正了财政收入混库、截留等违规行为，查处了单位

“小金库”，收缴了违纪金额，督促有关单位完善了会计制

度，严肃了财经纪律。二是从内外两方面规范注册会计师执

业管理。会同省纪检监察部门全面整治注册会计师行业执业

环境，重点纠正了行政职能部门干预注册会计师执业的违规

行为。组织对5个市的 30 家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进行了

检查，强化了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三是通过财

政部门自查和审计等办法，重点开展了对防汛、农业产业

化、社会保障、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等专项资金的检查，资

金管理程序进一步完善，资金使用效益明显提高。四是配合

省人大常委会认真开展义务教育执法检查，按照“边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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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注重实效”的原则，督促市县财政部门依法保障义务教

育投入稳定增长。会同有关部门对农村“地下六合彩”进行

了专项整治，维护了彩票市场秩序和人民群众利益。省财政

厅组织专门班子，对全省178户大型企业、省本级167 户中

型企业2002 年度效绩情况开展了基本评价，通过评价，为

制定国有企业经营策略、考核国有企业领导班了、加强国有

企业监管提供了重要依据。

（湖南省财政厅供稿，黎雁南执笔）

广 东 省

2003年，广东省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

设，加强实施外向带动、科教兴粤、可持续发展、区域协调

发展四大战略，突出抓好十件大事、十项工程和十项民心工

程，取得了抗击非典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国民经济增

长加快，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全年实现生产总值13 450

亿元，比上年增长13.6%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 052亿

元，增长1.2% ；第二产业增加值7 048亿元，增长18.0% ；

第三产业增加值5 350亿元，增长10.8% 。全年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5 606亿元，比上年增长11.8%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4 989亿元，比上年增长26.5 % 。全年实际吸收外商直

接投资15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8.8% 。全省进出口总

额2 836.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3% ，其中出口1 529.4亿

美元，增长29.1% 。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全省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4 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 055

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分别增长10.4% 和3.4% 。

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在

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严格依法理财，进一步加强收入征管，确保财政收入的

稳定增长；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逐步提高财政对重点支出

的保障程度；强化财政监督，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进一步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2003 年全省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1 313.32亿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收 168.85 亿元，增

长14.75% 。全省一般预算支出完成1 694.93亿元，比上年

增支174.95 亿元，增长11.51% 。按现行分税制财政管理

体制计算，2003 年全省实现了收支平衡。

一、坚持从经济到财政的原则，努力做到生财

有道

2003 年初，广东省委、省政府作出了重点抓好十大工

程和十件大事的重大决策。在受“非典”疫情影响的情况

下，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快十大工程建设进度，全年共完

成投资705亿元，有力地拉动和支撑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全

省国民经济步入新的较快增长的良性轨道。

（一）发挥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03 年，

各级财政多渠道筹集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127 .62亿元，集中财力支持十大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其中：高速公路建设资金 50 亿元，山区普通公路建设资金

15亿元，广佛、广珠轻轨铁路等城市快速交通工程建设资

金30亿元，水利基建工程资金 22.62 亿元，南沙开发区建

设资金10亿元，以财政性资金带动社会资金投入，较好地

发挥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二）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努力培育经济新增长点。

2003 年，广东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

的决定》，制定出台了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12项配套措施，

省级财政投入了4.2亿元支持 14个市（每市3 000万元）用

于民营科技园建设，带动103.8亿元社会资金投入，年产值

超亿元的民营科技企业达280 家；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2亿元，采用贴息和资助的方式，拉动社会投资 37.5 亿

元，财政资金与社会资金投入达1∶22，取得了非常好的效

益。一批民营龙头企业迅速崛起，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实

现总产值4 248亿元，比上年增长 29.9% ，为全年的经济增

长和协调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努力扩大外贸出口，确保实现广东省外贸出口稳

定增长的目标。为防止出口滑坡，确保实现外贸出口稳定增

长的目标，省财政安排5 000万元用于支持民营企业出口，

安排2 500万元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同时，加

大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工作支持力度，扩大出口退税账户

托管贷款规模，全年该项贷款规模达198 亿元（不含广州、

深圳），约有900 多户出口企业办理了贷款业务，有效地帮

助出口企业解决流动资金不足、周转困难的问题。私营企业

出口潜力进一步释放，出口创汇 113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72倍，为出口高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2003 年，全省

外贸出口达1 529.4亿美元，增长29.1% 。

（四）积极扶持受非典影响行业的发展。为把非典影响

降到最低限度，广东省委、省政府及时出台有关政策扶持受

非典影响的行业，省财政制定了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的措

施，直接减少全省困难企业约9亿元的负担，缓解了受“非

典”影响企业的困难，有效扶持了受非典影响行业的发展，

交通运输、餐饮等受非典影响严重的行业迅速恢复。同时，

为了切实减轻旅游企业因非典疫情带来的经营困难，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省财政安排5 000万元专项资金，对旅游企业

特定短期贷款给予财政贴息，取得了近10亿元的银行贷款，

为加快旅游业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多措并举，大力支持国有企业改革。2003 年，省

财政筹措安排了3.36 亿元，用于关闭破产煤矿及煤矿职工

的医疗保险费用；安排专项资金2亿元，用于支持省属劣势

企业退出市场；安排2.91 亿元，用于省属企业离退休干部

的离退休金补助和省级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另外，省财政安

排用于企业挖潜改造的资金2.79 亿元、省属重点企业技术

中心拨款5 000万元、重点装备工业发展扶持资金 2 亿元；

用于国家级名牌产品、驰名商标的奖励经费8 500万元。这

些措施，有力支持了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促进了国有经济

的结构调整，促进了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支持了名牌

带动战略的实施。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电子信息等九大产

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75.3% ，支撑作用增强；工业经济

效益综合指数比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强劲；全省58个产品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27 件商标

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拥有名牌产品的企业成为拉动经

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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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后劲。2003

年，省级财政安排转移支付资金67.86亿元（不含农村税费

改革转移支付），为欠发达地区基本工资发放和相对均衡区

域间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了财力支持；为减轻欠发达地区历史

债务负担，筹措了120亿元，用于减轻山区市县“中央专项

再贷款”和农村义务教育债务负担。

二、坚持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努力做到聚

财有方

2003 年，面对非典疫情的冲击、扶持性税费减免政策

的实施以及宏观政策的调整等一系列不利因素，财政工作经

受住了考验，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得到落实，财政保安

全、保运转、保改革、促发展等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办大

事、办实事、办好事、解民困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一）着力抓好增收节支，实现财力有效增长。一方面，

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省财政建立了收入增长情况通报

制度，坚持每月10 日前后对财政收入增长情况进行通报分

析，促使各地挖掘潜力，应收尽收。另一方面，做好节支工

作。在省直各部门的行政事业性经费和其他一般性经费开支

压减5% 以后，各地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普遍

压减行政事业性经费和其他一般性经费开支，降低行政成

本。在“非典”疫情使用了近一半省级预备费的情况下，由

于加强管理，临时性支出大幅压减，预备费开支 2003 年下

半年得到有效控制，改变了多年来预备费不敷使用的状况，

2003 年出现年终结余。

（二）积极应对，全力保障抗击非典斗争取得胜利。面

对非典疫情，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从讲政治、顾大局和对人民

群众健康负责的高度出发，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

于防治非典的重要指示精神，及时提出了 14 项应对措施，

统筹资金用于防治“非典”。省财政制定了减免部分政府性

基金的措施，并在2003 年 5 月中旬前将基金减免措施落实

到相关企业。这些措施直接减少全省困难企业约9亿元的负

担，极大地缓解了受“非典”影响企业的困难，有效扶持了

受“非典”影响行业的发展，对减少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培

育地方后续财源产生了积极作用。2003 年，全省各级财政

共安排“非典”防治经费23.68亿元，其中省级财政直接安

排了6.5亿元，为保障抗击非典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财

力和财政政策保障。同时，为了构筑公共卫生防疫屏障，提

高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省财政投入了 15 亿元，

专项用于省级和困难地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21 个地级以

上市和57 个县成立了卫生监督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

生检验中心。

（三）全力支持“十项民心工程”建设，着力解决关系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的重点难点问题。2003 年，为落实

“十项民心工程”，省财政投入了115.6亿元，困难群众生产

生活的突出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其中安排困难地区解决“饮

水难”工程补助资金7.53亿元，解决391万人的饮水困难；

安排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专项资金

9 200万元，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看病难”问题；安排贫困

地区政法系统建设和建立公职律师事务所专项资金 1.46 亿

元，帮助困难群众解决“打官司难”问题。为了维护社会稳

定，做好社会保障和就业再就业，投入了34.78亿元，其中

安排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1.6亿元、最低生活保

障专项补助2亿元、提高重点优抚对象补助1亿元以及促进

再就业专项补助4.64亿元、智力扶贫补助3 500万元，社会

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就业工作取得新成效。全省约有103 万

人纳入低保范围，比上年增长 18.4% ；全省新增城镇就业

岗位96.6 万个，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37.4 万人。同

时，省财政安排7亿元补助欠发达地区完成行政村公路建设

7 000公里，安排25 亿元帮助 16 个扶贫开发重点县撤并路

桥收费站，山区、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

（四）着眼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大对各项社会事业

发展的支持力度。为了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的步伐，2003 年

全省财政教育支出265.16亿元，其中省财政投入了20.7 亿

元，用于建设高水平大学及高校“211 工程”，支持高校广

州新校区建设，改善高校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2003

年全省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58.8万人，增长25.7% ；同

时，安排了3.88亿元用于资助人均年收入低于1 500元的困

难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书杂费，解决了103万名困难家

庭子女“读书难”问题；投入5亿元补助经济欠发达地区中

小学布局调整，新建、扩建中小学664所；投入3亿元改造

1 000所老区山区农村小学。为支持建设“文化大省”，投入

了17.67亿元，改善文化设施，加快文化建设步伐；为推动

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投入了11.55亿元，增强科技创新能

力，2003 年科技进步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 47 % ；为推动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投入了10 多亿元，其中投入2.02

亿元支持珠江流域整治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9.56 亿

元用于省属火力发电厂脱硫改造，投入1.3亿元支持污水处

理厂建设，投入生态公益林补偿经费 4.14 亿元，环境和资

源保护进一步加强。另外，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省财政投

入5 000万元扶持年纯收入 3 万元以下的村发展集体经济，

投入3 亿元解决省属水电厂与面上水库移民生产生活问题；

为支持农业发展，安排农业综合开发配套、农业示范区和农

业标准化建设、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贴息等资金3亿多元，促

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巩固了农业基础地位。

（五）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两税附加，农村税费改革

成效显著。农村税费改革 2003 年 7 月份在全省全面推开，

各地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认真执行“五取消、一

改革、一种税”政策，协调推进“并镇、并村、并校、减

人”等各项配套改革。为确保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省

财政加大了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力度，安排转移支付资金

12.17 亿元，保障了镇、村两级的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的落实。据初步统计，全省农民年人均负担税费由

106.93元降为17.40元，减负率达83.73% ，减负率为全国

之最。

三、坚持依法理财的原则，努力做到用财有规

广东省委、省政府对支出管理问题一直高度重视，多次

研究了财政支出管理问题，作出了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一系

列决策措施，并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意见

的通知》。全省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不断深化改革，加

强支出管理，努力做到公开理财、民主理财、规范理财，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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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一）财政改革的范围不断拓展，措施不断完善，内容

不断深化。一是不断深化和完善部门预算改革。在充分总结

经验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2004 年省级部门

预算编制工作意见》和《部门预算编制指南》，规范了支出

项目和口径，改进了预算编制方法；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

进我省部门预算改革的通知》，明确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和改革内容、技术规范等，积极推进市县部门预算改

革。部门预算编制方法不断改进，预算科学性、透明度不断

提高，省级102个一级预算单位全部编制了部门预算。二是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不断扩大试点范围。2003 年 1 月省

级正式启动了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对省计委、省财政厅

等10个部门实施了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在总

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改革实施办法和相关配套

措施，7月 1 日，省级改革试点扩大到了 40 个部门和16 个

基层预算单位。2003 年，省级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的资金规

模达24.7亿元，其中财政直接支付18.52 亿元，财政授权

支付6.18亿元。各地财政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陆续

开展改革试点，全省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的资金已达200 多亿

元，占全省财政支出的八分之一。三是政府采购规模不断扩

大。认真贯彻落实《政府采购法》，积极推进政府采购机构

建设，实现了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职能和执行职能相分离。在

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机构的同时，各地加大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的力度，促进政府采购工作制度化，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政

府采购规模取得新的突破，2003 年，全省实际采购金额

122.55亿元，比上年增长 41.15% ，资金节约率达到12% 。

四是“收支两条线”管理进一步加强。全面推行行政事业性

收费、政府性基金和罚没收入“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

统管”制度，开展了治理向机动车辆乱收费和整顿道路站点

工作，对全省公安交警系统和国土资源系统收取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进行稽查，规范了政府收费行

为。五是加快“金财工程”建设步伐。全省“金财工程”15

个财政业务应用分系统已有 9 个正在试验、试点和开发中，

其中，最核心的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已在 47 个省级部门预算

单位试点运行；全省21 个地级市有17 个建立了局域网，大

部分县和三分之一的乡镇也建立了局域网，节点数达到 1.5

万个。

（二）抓好机关单位资金清缴，规范收支管理，规范公

务员收入分配秩序。为从 2003 年 1 月起在省直机关实行的

统一公务员岗位津贴制度，省财政组织了 16 个核查小组对

89个省直机关单位和 122 个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

银行账户进行全面核查，并做好资金清理收缴工作，从源头

上杜绝了单位私设“小金库”、滥发补贴的行为，为推动党

风廉政建设、加强财政监督、规范资金管理奠定了基础。各

地也陆续开展了账户清理核查工作，为规范收支管理，统一

岗位津贴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完善财政监督体系，积极开展支出绩效评价。

2003 年，广东省各级财政部门采取了积极有效措施，强化

支出监督检查机制和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加大专项资金检查

力度，加强对收入征管机关、预算执行部门、金融机构的监

督，特别是加强了对防治非典专项资金、社保、扶贫等关系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认真贯彻

《会计法》，加强会计监督，严厉打击做假账行为，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了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组织123个检查组对358 个

单位进行了检查，共查出违纪金额近2亿元；按照《注册会

计师法》的要求，加强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

机构的监管，规范中介机构的执业行为，强化行业自律，提

高执业质量和水平；继续稳步推进会计委派制度试点，完善

财务总监相关管理制度；加强全省彩票市场的监管，规范彩

票市场秩序，提高彩票资金使用效率。同时，率先选择对粤

东粤西粤北 14 个市支持民营科技园建设补助支出项目进行

了效益评价，成效显著。

（广东省财政厅供稿，钟 炜执笔）

深 圳 市

2003 年，深圳市完成生产总值2 860.51亿元，比上年增

长17.3%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8.16 亿元，下降

6.0% ；第二产业增加值1 685.37亿元，增长22.4% ；第三

产业增加值1 156.98亿元，增长10.7 % 。全市进出口贸易总

额1 173.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4.6% ，其中出口 629.62

亿美元，进口544.37 亿美元，分别增长35.2% 和 33.8%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01.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3% 。

2003 年，深圳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6 079.48亿

元，比上年增长22.7% 。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 199.45

亿元，增长25.2 % 。2003 年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

额达4 525.05亿元，比上年增长 24.6% 。2003 年，深圳市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90.84亿元，比上年增长15.8% 。上划

中央收入 312.9 亿元（不含海关部分），比上年增长

22.12 % ，比地方收入增幅高 6.5 个百分点。上解广东省支

出比上年增加2亿元，总规模达到20.84亿元，贡献能力进

一步提高。从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2003 年，全

市辖区全口径财政收入继续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二者继续

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一般预算支出 348.95 亿元，比上年

增长13.4% 。按现行体制结算，实现了当年财政收支平衡。

一、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

展

（一）克服困难，确保收支平衡。2003 年，由于国家

调整财税政策和受“非典”的不利影响，深圳市财政减收增

支因素较多，收支矛盾十分突出。为确保收支平衡，深圳市

财政部门积极建议召开全市增收节支工作会议，密切关注、

深入分析财政收入执行情况，并设计数学模型进行多项预

测，为2003 年后几个月抓好收入进度提供了科学指导。同

时，进一步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充分利用财税部

门联席会议机制，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收入进度，迅速扭转

了收入增长乏力的势头。在节支工作方面，大力压缩一般性

支出，严格控制临时性请款，取得了较好效果。

（二）调整结构，支持经济社会发展。2003 年，深圳市

本级财政用于基本建设以及支持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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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促进外贸出口等经济发展方面的各项支出 84.57 亿元，

占年度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 44.4% ，财政对经济增长的拉

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市财政积极转变对经济发展的支

持方式，一是财政资金向公共技术研发领域倾斜，支持建立

和完善了服装、家具、电子等行业技术开发工作；二是发挥

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通过贴息、担保、资助等方式带动企

业投资，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

（三）多方筹集资金，全力抗击“非典”。2003 年，深

圳市财政部门全力支持抗击“非典”的斗争。一是制定防

“非典”工作预案，落实各项防范措施，作到了机关平安、

保障有力。二是特事特办，紧急拨付资金支持全市抗“非

典”。截至2003 年7 月 31 日，深圳市安排防治“非典”资

金总计3.57 亿元。主要用于“非典”的预防、救治、医疗

设备购置和药品储备、消毒及“非典”药物研制等。三是动

员社会各界力量多渠道筹集“非典”防治资金，共筹集社会

捐赠资金 89.6 万元，为全市赢得抗击“非典”的胜利提供

了坚实的财力保障。四是认真研究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并主动

通过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减轻企业负担共计

9 847万元，支持企业渡过“非典”难关。

深圳市财政部门还从资金上大力保障各项社会事业的开

展。2003 年共安排资金1 300万元，用于食品安全检查检疫；

安排再就业资金以及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5 500万元，安

排军转干部转业、低保等社会抚恤和福利资金1.3亿元；安

排共同富裕工程资金 3.5 亿元，并通过各项转移支付补助

22 亿元，促进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积极利用世行贷款，

制定了深圳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利用世行贷款3亿美元的融

资方案；获批世行300万美元贷款，用于深圳市地铁建设。

二、深化改革，努力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基本框

架

（一）大力推进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正式启动

了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试点工作，从 2003 年 8 月 1 日起在市

本级6个部门 29 家预算单位进行。从11月 1 日起，对市政

府采购中心等 6 个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工资实行财政统一发

放，建立了财政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截至12月 31 日，授权

支付2 328笔、7 699万元；直接支付 198笔，1 731万元。初

步建立了财政支付管理系统，实现了资金支付的动态监控。

开发完成了国库集中支付系统，采用电子化、网络化、无纸

化的运行模式，财政部门与人民银行、代理银行、预算单位

间通过网络传递数据，预算单位用款额度能在当天到达预算

单位和代理银行，支付资金能在5分钟内到账并将支付结果

通知预算单位，各种报表也通过网络传送，方便了预算单

位，降低了运行成本，取得良好效果。

（二）加强“收支两条线”管理。一是对所有行政事业

性收费和其他预算外资金收入实行收支脱钩，并实行预算管

理或收支计划管理，编制综合财政预算。2003 年纳入预算

的市级执收部门（单位）共 51 家，资金总额 13.43 亿元，

资金规模比上年增长 6.15% ，其中纳入预算内指标管理 7

亿元，规模比上年增长84.21 % ；纳入收支计划的经费自给

事业单位34家，资金总额9.13亿元，比上年增长11.73% 。

二是对政府性基金（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收支两条

线”管理。2003 年初根据各部门编制的基金收支计划，由

财政审核后批复下达，逐步扩大政府性基金（专项资金）纳

入预算管理的规模，2003 年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

（专项资金）达6.6亿元，比上年增长288.24% 。三是做好

启动非税收入征管系统的前期准备工作，具体落实深圳市非

税收入征缴制度的改革，拟定了深圳市《非税收入征管系统

工作实施方案》。四是进一步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银行账户

的清理工作，严禁设立“小金库”，坚决取消单位未经财政

批准而开设的银行账户。

（三）继续深化部门预算改革。一是建立预算单位基础

数据库，完善定员定额标准，进一步细化项目支出预算。制

定了深圳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项目支出预算管理试行办法和

实施细则，确定了项目支出预算的分类和择优排序原则，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项目支出。制定了干部疗养费等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了预算执行的管理监督，为逐步将

专项资金纳入项目预算，建立项目支出预算的绩效考核机制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是建立部门预算编审协调会议制度。

在编制2004 年部门预算过程中，建立部门预算编审协调会

议制度，研究预算中的共性问题，并按《部门预算编制工作

方案》确定时间进度、工作流程，督促各部门按时完成每一

阶段的部门预算编制工作。

（四）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加大对政府采购工作的监督

力度。一是完善政府物品配置标准（政府采购标准）。二是

推行政府采购计划制度，扩大政府采购范围。三是分步推进

政府采购资金集中支付制度，构建政府采购新的运行机制，

加强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四是建立政府采购平台，实现采

购运作电子化、管理系统化。采购流程进一步规范，采购效

率不断提高，采购成本有所下降，采购透明度大大增强。

（五）推进农村税费改革。2003 年，深圳市农村税费改

革进展顺利，一是通过税制调整实现减负，即通过调降农业

税税率、取消农业税附加、取消特产税与附加、重新核定常

产；二是通过财政补助实现减负。2003 年全市农民的整体

税费负担从7 798万元降至3 059万元，减负率达 60.78% ，

人均减负179元。

三、规范管理，强化财政监督职能

（一）加强制度建设。制定了《整合政府扶持企业专项

资金方案》和《高新技术产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拟定了

《深圳经济特区地产地销货物补助实施办法》。同时，制定了

《深圳市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支持金融业发展

若干规定实施细则》，并从财政产业基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

资金确保扶持政策的兑现，促进金融业的发展。

（二）理顺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修订了《深圳经

济特区注册会计师管理条例》，收回了财政对注册会计师行

业的行政管理职能，举行了全市首次高级会计师的评审，为

全市会计人员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三）积极开展财政检查，加强对政府性资金的管理和

内部审计的力度。一是草拟了《深圳市财政性资金计划编

制、执行、监督三分离管理暂行办法》。二是组织了对消委

会和市退管办的财政性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三是开展了全

市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对被查行政事业单位存在的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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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归纳分析，向相关部门提出了整改意见。四是对全市行

政事业单位和企业进行了《会计法》执法大检查，促进市场

经济秩序的进一步规范。

（四）全面启动了“金财工程”建设。以国库集中支付

系统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按照统一的系统和网络规划，初

步建立了统一系统平台，完成了国库支付软件系统的开发和

人员的培训工作，确保了国库支付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进

行。升级了办公自动化系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四、加强队伍建设，机关作风有了明显的进步

2003年深圳市财政局根据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提质、

提效、提神和求实效抓落实的工作要求，开展了“创建优质

服务、创建优良作风、创造优美环境”活动。通过思想教

育、业务培训、丰富机关生活，狠抓工作落实，随着财政职

能不断强化，机关精神文明建设明显加强，广大干部职工无

私奉献，忘我工作精神发扬光大。

（深圳市财政局供稿，杨 翔执笔）

珠 海 市

2003 年，珠海市实现生产总值 476.73 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8.1%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7.3

亿元，增长 7.0% ；第二产业增加值 272.9 亿元，增长

22.3% ；第三产业增加值 186.53 亿元，增长 13.4% 。一、

二、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 3.63% 、57.24% 、

39.13% ，相比上年，一、三产业比重有所下降，第二产业

比重明显上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40.83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6.8% 。实际利用外资 8.49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1.6% 。进出口总额 167.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0.7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9.18亿元，比上年增长11% 。

2003 年，全市实现地方财政总收入 49.1 亿元，其中，

一般预算收入为34.8亿元，比上年增长14.9% （市本级一

般预算收入为 24.7 亿元，增长 12.8% ）。全市上划中央和

省各种税收合计为 53 亿元，其中，上划中央增值税和消费

税34.6亿元，增长12.1% ；上划中央所得税 9.8亿元；上

划省财政“四税”6.8亿元，增长13.7% ；上划金融企业营

业税等其他税收1.8亿元。一般预算收入，加上上划中央和

省的税收，以及海关代征税 42.7 亿元，全市财税收入为

144.8亿元。全市财政总支出 47.6 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支

出45.3亿元，增长8.5% （市本级一般预算支出29.9亿元，

增长7.3 % ）。全市财政收支相抵，继续保持收支平衡，并

略有节余。

一、大力组织财政收入

（一）制定落实各项财税优惠政策。一是制定落实减轻

“非典”影响的税收优惠政策，2003 年，市财政局共出台了

10 条对饮食业、旅店业以及客运交通业的税收减免措施，

积极促进经济发展。二是积极落实促进下岗失业人员、残疾

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共为319户下岗失业人员和吸纳下岗

失业人员的企业减免税收100多万元。三是制定出台了 8条

新措施，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二）加强税收征收管理。2003 年，市国税、地税、财

政、银行、国土等部门协同合作，正式开通了国税、地税网

站，建立了纳税服务中心，开通了“12366”税务咨询热线，

推广应用了电话申报、邮寄申报、银税一体化及防伪税控系

统网络版，建立了完善的纳税服务体系。同时，国税、地

税、财政等征收部门还积极加强征收管理：一是从 8月份开

始推进增值税申报纳税“一窗式”管理，实现抄税、认证、

申报“三合一”，提高纳税申报的效率。二是实行工作进度、

宣传口径、计算方法、系数设定、测试、调整幅度等“八个

统一”，推行个体商业双定户电脑核定定额管理。三是开发

和推广了税控发票管理系统，至2003 年底共安排税控装置

1 400多台。四是推行新版网上报税系统，全市共有13 000

多户纳税人通过网上报税缴纳税款11.67 亿元，占全年地税

征收额的35 % 以上。五是加大对走私及其他违法行为的查

处力度，继续委托银行收缴政府非税收入。六是制定了《拍

卖废旧汽车、摩托车的特别规定》、《处理废旧摩托车、人力

三轮车、汽车的核算方式》等规定，完善罚没物资处理程

序，及时组织罚没收入入库。

（三）加大税收稽查和反避税工作的力度。一是加大对

稽查案件的审理和复查工作。市地税部门共查处了涉税案件

832 宗，查补各项税费 856 万多元，并对 42 宗案件进行了

复查；市国税部门共检查企业户数1 083户，立案查处 489

户，查、补、罚总额1.37 亿元，另外，市国税局还协助国

家税务总局、省国税局查处了“天年案”、“联邦制药案”等

涉税违法大案要案，并对9 宗案件进行了复查。二是加大清

欠力度，对“欠税钉子户”法人代表采取阻止出境的税收保

全措施，全年共清欠入库6 209万元。三是有效开展反避税

工作。市地税部门对 30 户企业进行了税收调整，并对以往

年度调整过的企业进行跟踪管理，补缴企业所得税 500 万

元；市国税部门共为587 家企业建立了转让定价档案，与 2

户避税企业签定了预约定价协议，通过税务审计调减进项税

额10亿元，调增免抵调库额1.8亿元。

2003年，全市一般预算收入中，市国税部门组织的收

入为11.4亿元，比上年增长12.5 % ；市地税部门组织的收

入为15.8亿元，比上年增长10% ；财政和其他部门组织的

收入为7.6 亿元，比上年增长31.1% 。这三大收入占一般

预算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2.7% 、45.5% 、21.8% 。

二、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一）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全力支持

“非典”防治工作。面对 2003 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非典”

疫情，市财政局及时快速地作出反应，仅从财政口径就安排

了1 600万元的应急资金。同时，积极参与建立全市公共卫

生防御机制，全年共安排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经费 1.8 亿元，

有力地支持了珠海市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

（二）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003

年，全市共安排社会保障资金 4.2 亿元，其中民政抚恤、最

低生活保障、下岗职工再就业、解决困难群众“看病难”的

资金1.22 亿元；安排红旗、平沙华侨农场职工危房改造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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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1 500万元，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了

提高农村的医疗保障水平，市财政局积极筹措资金，加大对

农民合作医疗的补助资金，使珠海市农民人均合作医疗补助

资金数额高于省规定标准的1.5倍。

（三）积极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2003

年，市本级共从预算内外安排资金 4.33 亿元，用于医疗资

源整合、横坑大桥建设，白蕉联围海堤除险加固达标首期工

程以及全市防灾减灾体系的建设。同时，在资金十分困难的

情况下，市财政局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偿还了以前年度的工

程欠款、征地青苗补偿款共1.95 亿元以及其他到期贷款本

息 4.3 亿元。另外还配合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了新工程

项目要先落实资金才能动工的措施，避免了新拖欠。

（四）积极贯彻实施“科教兴市”战略。2003 年全市共

安排科技投入 1.87 亿元，推动科技进步，优化经济结构。

在教育方面，大力支持教育体制改革，优化中小学教育布

局，并安排了大学园区建设、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小学“一

费制”改革以及特困家庭子女书杂费减免补助资金共 1.17

亿元。另外还连续两年共安排了1.4亿元在斗门、金湾区建

设了7 所标准化小学。

（五）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大力促进经济发展。一是安

排高新区、保税区、临港工业区等建设资金 6.84 亿元，为

加快珠海经济发展打好基础。二是安排支农和水利建设资金

1亿元、环保资金 1.23 亿元，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三

是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业西进、城市西拓”的战略部署，

加大对各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共安排资金 2.51 亿元，积极

支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通过融资安排斗门、金湾区

六个新设工业园区部分建设启动资金3 900万元。四是安排

支持外贸出口、企业挖潜改造、软件企业房租补贴、生产科

技型私营企业贷款贴息等专项资金共1.14 亿元，扶持企业

加快发展。

积极推进财政管理制度改革

（一）加快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2002 年 6 个

单位进行试点的基础上，2003 年珠海市分三批将 69个实行

部门预算的单位纳入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了

试点范围。同时，对所有市属预算单位的工资支出、预算内

政府采购支出、基建支出和转移支付支出实行了集中支付，

并分批将已编制部门预算的单位的公用支出、专项支出实行

集中支付。2003年，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的资金占了整个财

政支出的一半。

（二）进一步推行部门预算改革。2003 年，珠海市新增

加了市委办、市府办等42个部门共71 个单位为部门预算的

试点单位，使市本级的部门预算试点单位达151 个，占财政

供给单位的70% 。香洲、斗门、金湾三区也按照省、市的

要求，开展了试点工作。

（三）做好财务总监管理、会计委派工作。一方面，制

定了《珠海市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总监暂行办法》等制度，不

断健全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机制；另一方面，区、镇

级会计集中结算改革全面铺开，至2003 年底，香洲、斗门、

金湾区和万山管理区先后成立了会计结算中心，14 个镇成

立了镇级会计集中核算单位，全市纳入集中统管的区级单位

有337 家，镇级单位有 446 家，并全面推行了“村账镇代

管”，这些标志着珠海市推行会计委派制度工作已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

（四）进一步完善市对区的财政管理体制。针对市对区

的财政管理体制2003 年底到期的情况，市财政局拟定了新

一轮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制定了高新区财政管理方案，

建立高新区自我滚动发展的良性机制；结合淇澳、横琴区的

机构改革，制定了淇澳、横琴区财政管理体制；并对南水镇

的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适当修改。

（五）不断完善政府采购管理。在政府采购实行“管办

分离”的基础上，市财政局与监察、审计、机关事务管理局

等单位建立了“政府采购联席会议审批制度”，共同审批由

于特殊原因不能招标或结算超过预算价等事项。

（六）继续加强“收支两条线”管理。结合中央和省关

于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精神，市财政重点把商用土地交易

费、建设工程招标手续费等公共资源收益和垄断性经营服务

收入，以及国土局、文联等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营性物业收入

逐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不断开辟新财源，2003 年增加财

政收入2 000多万元。

四、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要求，珠海市的农村税费改革工

作从 2003 年 7 月1 日起在全市全面铺开。为做好税费改革

工作，市财政局一是做好宣传发动工作，通过电台、报社等

媒体以及印发宣传手册等方式宣传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并先

后举办了 4期培训班，召开了11 次座谈会。二是对计税土

地、水稻产量、农民负担情况进行测算、核实。三是印发了

市、区两级政府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并制定了相

应的配套措施。农村税费改革后，全市农民的负担总额由

3 992万元减少到 885 万元，人均负担由 145 元降至 32 元，

减负比例高达78% 。

五、切实加强财政监管

一是认真贯彻《预算法》和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制度。依

法编制、执行和调整预算，定期向市委、市人大、市政府报

告工作动态，做到依法理财、依法办事。二是不断规范财政

管理，确保资金安全。根据《珠海市财政局关于建立约束机

制加强内部监督的规定》，每年都在财政系统内部组织开展

一次内审检查。同时，认真按照《审计法》的规定，积极配

合审计部门开展一年一度的同级审计监督。做到从政府、人

大、审计以及财政系统内部四个方面加强监管。三是结合

《珠海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的实施，加大对基建资金

的审核力度。2003 年共审核工程预决算项目 173 项，总额

6.6亿元，核减工程造价3 800万元，资金节约率达5.8% 。

四是认真开展全市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重点检查了 11

个企业、12 家会计师事务所，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维护了财经秩序。

六、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水平

（一）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一是将38 家劣势国有企业从

农贸市场、宾馆酒店、外经贸、建筑施工四大领域有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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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共安置职工1 337人。二是积极推进关停企业托管工作，

通过托管中心处理的关停企业法人资格达553 户，正式处置

的资产约1.2亿元。三是充分发挥产权交易市场作用，2003

年完成企业产权交易项目62个，涉及资产总额18亿元，成

交金额5.1 亿元，比底价增值 30 % 以上。四是为近800 户

特困职工办理了低保，为1 500名特困职工办理了医保，为

1 800名特困职工提供了再就业机会。

（二）强化国有资产管理。一是推进国有企业的结构调

整和战略改组。一方面，实施企业债务重组，通过以国有企

业作为谈判和实施主体的方法，削减债务本息总额超过 12

亿元，化解了企业债务危机；另一方面，对市属重点国有企

业加强上市辅导，推进重点企业上市步伐，2003 年有 2 家

企业实现上市。二是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对3家企业成

功试行了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制度。三是开始实施市属企业经

理人才资质认证制度，建立企业经理人才资源库。四是进一

步完善企业绩效考核制度，并全面推行干部选拔招聘制。

七、提高财政管理和服务水平

一是大力抓好财政调研工作。重点对债务负担情况、转

移支付情况、出口退税政策变化对财力的影响以及新一轮财

政管理体制改革等23 个课题开展了调研。二是深入开展机

关作风建设，层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大力抓好财政

干部队伍建设，做到严格管理，坚持原则，廉洁奉公，热心

服务。

（珠海市财政局供稿，邱雯霞执笔）

汕 头 市

2003 年，汕头市实现生产总值 526.97 亿元，比上年增

长8.8%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6.78亿元，增长2.5% ；

第二产业增加值259.26 亿元，增长12.3% ；第三产业增加

值220.93 亿元，增长 6.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19.24亿元，比上年增长10.3% 。实际利用外资2.02 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 27.6% 。进出口总额 33.47 亿美元，比上

年增长15.8%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4.46 亿元，比上

年增长5.8%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0.2% 。

2003年，汕头市一般预算收入 20.78 亿元，按可比口

径（剔除所得税分享比例调整因素）比上年增长 6.07% ，

加上税收返还收入 8.37 亿元、一般预算补助收入 10.4 亿

元、一般预算上年结余收入3.35 亿元、一般预算调入资金

3.57 亿元，收入合计46.47 亿元。全市一般预算支出44.75

亿元，比上年增长16.91% ，加上一般预算上解支出6 974万

元、增设预算周转金1 746万元、结转下年支出7 585万元，

支出合计46.38亿元。收支相抵，净结余 852万元。

2003 年，汕头市上划中央“四税”（增值税、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收入 20.6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45% ，比中央核定返还基数 8.87 亿元增加11.75 亿元；

上划省“四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

增值税）收入4.16亿元，比上年增长 9.56% ，比省核定基

数2.77亿元增加1.39亿元。

一、加强收入征管

（一）加强对全市收入工作的组织协调。2003 年，汕头

市财政部门认真开展税源调查，及早制定收入计划，分解落

实收入任务，抓好收入进度的跟踪分析。在财税收入受“非

典”疫情影响，2003 年前九个月收入进度偏慢的情况下，

市财政及时分析研究对策，协调解决征管中存在的问题，制

定出台激励措施，并从 9月份起将原属市级收入的房产税入

市级库后返拨40% 给各区，调动各区征收的积极性。

（二）加强农税征收管理。针对2003 年上半年汕头市因

行政区划调整和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未出台造成农业税收

入进度落后的情况，市财政局及时召开会议部署农业税征收

工作，深入基层指导各地做好农业税计税土地、常年产量的

核定工作，继续与国土等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加强契税、耕

地占用税、堤围防护费征收管理，坚持征管制度，查漏补

缺，清收欠税。

（三）加强财政专户收入管理。把收入管理与财政票据

核销工作结合起来，把单位上缴财政专户金额与财政票据收

款金额互相校核，进一步完善收费、基金、罚没收入委托银

行代收款工作。同时根据预算内外资金财政统筹安排的原

则，将财政专户收入上缴预算，弥补预算收入差额。

（四）推进税收属地征管改革。以行政区划调整为契机，

汕头市2003 年 5月1 日起全面推行税收属地征管。市国税

局将市直属分局和涉外分局3 999户纳税人下放各区征管，

市直保留90户大型企业，理顺了征管关系。市财政局按照

调动市与区两级积极性的原则，研究拟订中心城区财政体制

调整方案，为2004 年调整中心城区财政体制做好准备。

（五）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市国税部门开展对电力行

业、集贸市场、水产品、加油站、以农产品和废旧物资为原

材料的出口货物等专项检查，与公安等有关部门联合开展对

制售假发票和建筑安装企业偷税等违法犯罪的专项打击行

动，加大对查办和协查案件的欠税追缴力度，建立覆盖全市

各征收单位、746户重点企业和18 个重点行业的监控分析

体系，发挥“金税工程”的效应，堵塞征管漏洞。市地税部

门出台了强化税收征管11项措施，规范对建筑安装、运输、

房屋出租等重点行业的征管，严格对新立项大宗项目等重点

税源的监控，强化主体税种管理，将稽查、检查系列进行合

并，实行了“一级稽查”体制。切实加强对经济户口的管

理，不断加大对漏征漏管户的清理力度，2003 年共清理出

各类未办理税务登记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4 441户。

二、保证重点支出

（一）加大对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资金投入。市财

政局通过争取上级支持和本级财政安排，确保国有企业下岗

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国有集体企业特困职工生活优待、再就

业、农村合作医疗、企业军转干部基本生活保障等重点支

出；围绕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安排教育扶

贫、改造薄弱学校、中小学布局调整等资金；贯彻中小学收

费“一费制”，开展中小学收费专项检查，全市1 048所中小

学校全部实行一费制、收费公示制和“收支两条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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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公安派出所“03工程”建设；及时拨付汕樟北路建设、

龙湖沟引韩冲污、中山公园改造等市政工程重点项目资金；

进一步解决群众“饮水难”、“住房难”、“读书难”等问题。

（二）积极应对“非典”影响。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和部署，落实“非典”防治经费。2003 年全市各级

财政紧急筹措“非典”防治经费2 017万元，用于购置防治

设备、无经济来源病人医疗费以及一、二线医护人员补贴

等。落实国家、广东省防治“非典”税费优惠政策，市财政

会同国税、地税、物价等部门，出台对汕头市受“非典”影

响较严重的相关行业的九项扶持措施，兑现国家关于暂时退

还旅行社部分质量保证金的有关规定，从政策上、资金上消

减“非典”对经济的影响。

（三）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

化建设、农业科技攻关、动植物检疫防疫、水利防灾减灾建

设。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的财政支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

“千村扶贫”工程和创建“集体经济百强村”活动，对汕头

市9 432户困难渔民拨出专款给予补助，及时拨付“杜鹃”

台风抗灾复产资金，确保农村灾后社会稳定和灾损困难群众

生产生活。

（四）落实中央积极财政政策。运用财政贴息、国债建

设资金投入等手段，支持重点基础设施、水利设施建设，鼓

励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扶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外贸

出口，支持旅游资源开发，鼓励引进优秀人才，推动经济发

展和产业升级。支持教育、科技、计划生育等重点事业，促

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推进财税改革

（一）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汕头市市直国库集

中支付制度改革从2003 年1月1 日起扩大到54个市级行政

事业单位，10月 1 日起再次扩大到 101 个单位。纳入国库

集中支付的单位从一级预算单位扩大到二级以及基层预算单

位，集中支付的资金范围从预算内资金扩展到预算外资金和

各种基金。2003 年试点单位在途资金平均节约率16.63% 。

（二）推进政府采购工作。研究制定贯彻政府采购法实

施意见及其相关配套办法，制定颁布了市级 2003 年政府集

中采购目录。2003 年全市政府采购实际采购金额 1.3 亿元，

为上年的2.1倍，节约财政资金1 869万元。

（三）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对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全面试

编部门预算，并首次将 24 个单位的部门预算上报市人大会

议审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透明度。

（四）建立市直公务员统一岗位津贴制度。市财政局会

同监察局、审计局，对市直行政单位和所属事业单位开展

“四清理”，清理单位收入来源、支出去向、银行开户以及各

种补贴、奖金和福利发放情况。在此基础上，从 2003 年 7

月1 日起在市直机关实行公务员统一岗位津贴和离退休人员

统一生活补贴制度，各单位原来自行发放的津贴、补助一律

取消。同时，市对各区县进行一次性补贴，适当提高各地公

务员收入水平。

（五）积极稳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按照广东省的部署，

2003年7月 1 日起全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全面铺开。

市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在试点过程

中，会同农业局等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农村税费改革方案，

组织政策学习培训，广泛宣传发动，加强督导检查，精心组

织实施农村税改工作。2003年全市召开税费改革会议 65 场

次，参会人员4 100人次，发放《致全市农民的公开信》

67.1万份，做到政策进村入户、家喻户晓。通过实行“五

取消（取消乡镇统筹费、屠宰税、劳动集累工和义务工、面

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特产税、农业税附加）、一改革（改革村

级经费筹集和管理，实行村内事务一事一议制度）、一种税”

（合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全市农民人均得到实惠84.25

元，减负率84.17% 。市财政拨出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

助2 500万元，比广东省要求的地方配套资金比例高 15.55

个百分点。

四、加强财政管理

（一）加强“收支两条线”管理。做好国土资金财务管

理，加强彩票发行销售市场监管和彩票资金“收支两条线”

管理；制定财政票据领用存销登记制度，加强财政票据管

理；开展涉及建设企业收费、治理向机动车辆乱收费、整顿

道路收费站点等专项检查；抓好医疗保险费财政征收工作，

从2003 年4月份起，对财政全额拨款或定额（定项）补助

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医疗保险费实行财政集中支付。

（二）加强财政监督检查。坚持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并

重，开展会计信息质量、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收支情况以及现

代农业示范资金、扶贫资金、救灾资金、社保资金等专项资

金检查，2003 年全市共检查 648 个项目单位，查处违纪金

额1.8亿元。

（三）抓好国债专项资金和基建专项资金管理监督工作，

按有关规定及时拨付资金。市财政会同监察、计划等部门，

开展国债项目联合检查，纠正国债资金使用管理存在的问

题。加强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的工程预、结算审核和管理，

从源头介入基建项目的预算管理，促进财政基建管理由事后

向事前转变。2003年财政工程预结算审核节约资金 1.98 亿

元。

（四）加强派驻财务总监工作，认真履行对派驻单位的

稽核监督职责，有效加强监督管理，维护财政资金和国有资

产安全完整。

（五）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和政府资产的管理营运，从

2003 年 10 月份起，市财政局组织开展全市政府资产清查工

作，摸清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公共服务项目、市区存量土

地、经营性公共资源、政府性资金参股投资项目等基本情

况，并提出了加强政府资产管理的意见。

（六）积极开展财政普法宣传教育。举办财政法制干部

培训，组织参加全省财政法规知识竞赛，开展“12.4”法制

宣传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制定出台汕头市财政局行

政执法责任工作制度、财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等行政执法制

度，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做好地方性立法的审核、财税法制

建设调研以及第三轮行政审批清理等工作。

（七）完善会计管理和服务。配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发

证和年检，开展会计电算化、会计专项知识、继续教育培训

工作。加强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管理工作，市直属单位

2003 年完成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换证和年检11 165人。做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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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汕头考区的考务工作。开展《会计

法》执行情况检查，查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在全市范围开

展会计职业道德征文比赛，加强会计人员诚信教育和职业道

德建设。

（八）做好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监管和服务。开展会计

师事务所业务检查，做好注册会计师考试、培训、注册管理

等工作。加强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师行业的诚信建设，在

全行业倡导“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

的行业操守理念。按照财政部和广东省财政厅有关精神，顺

利完成对注册会计师协会行政职能的移交工作，进一步加强

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

五、改进机关作风，推行政务公开

（一）市财政局按照汕头市政府的部署，制定机关政务

公开实施方案、机关作风建设工作实施意见、优化文明服务

环境工作计划等。通过设置电子触摸屏、上墙公布及开通政

务公开网页，公开财政部门职能、办事程序、办事纪律，实

行服务承诺；编印《汕头市财政局政务公开工作手册》，以

及单项业务办事指南资料4 000多份，向有关单位和企业免

费发放，方便群众办事。在《汕头日报》刊登办事指南专

版，设置意见箱，公布监督电话等方式，广泛接受社会监

督。

（二）扎实开展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从2003 年 7 月份

起，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以“艰苦奋斗、廉洁从政”为主题的

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组织干部职工观看反腐倡廉电教片，

邀请专家做“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专题辅导，组织党

员、团员青年到红场革命老区接受艰苦奋斗教育，体验农村

群众生活，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参加廉洁从政知识测试等，

提高干部职工执法执纪意识，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
（汕头市财政局供稿，郑 曦执笔）

广 西壮族自 治区

2003 年，广西国内生产总值实现2 733.21亿元，比上年

增长10.2%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628.18 亿元，增长

4.0% ；第二产业增加值1 005.92亿元，增长14.5% ；第三

产业增加值1 099.11亿元，增长10.0%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 987 亿元，同比增长 18.2 %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完成1 124.15亿元，增长9.6 % 。全年海关进出口总额

31.9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4% 。其中，出口总额 19.7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7% 。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99.6，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101.1。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 785元，增长6.4%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 095元，增长

4.1%。

2003 年，广西财政收入完成 341.4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4.4% ，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加 35.91 亿元，增长

11.8% 。其中：上划中央“两税”（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

完成102.65亿元，增长10.6% ；一般预算收入完成203.66

亿元，增长 9.1% 。广西财政支出完成 443.60 亿元，比上

年增长 5.6% 。按现行财政体制结算，实现了当年收支平

衡，并略有结余。

一、创新理财思路，明确理财重点

2003年，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富民兴桂新跨越步伐的要求，自治区财政厅积极探索新

的理财思路，研究提出《关于进一步创新我区财政工作的若

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

意印发实施。《若干意见》共分为六大部分三十条。从支持

经济发展，壮大财政实力；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促进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理顺财政分配关系，调动各级政府理财

积极性；深化财政改革，加快构建公共财政管理体制；加强

财政债务管理，确保财政安全运行；强化财政监督，规范理

财行为等方面对今后的财政工作提出实施意见。《若干意见》

较好地体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科学发展观，是近五年来广西理财思路的第二次创新，为进

一步拓宽理财思路，明确理财重点，改进理财措施，提高理

财效果，不断开创广西财政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二、强化收入征管，确保收入稳定增长

（一）明确目标任务，层层落实责任。2003 年，受“非典”

疫情、政策性减收增支以及罕见的旱灾的影响，组织财政收入

工作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广西财政部门密切加强与自治区

地税局、国税局以及各县（市）的联系和协调，及时跟踪全自治

区收入情况，认真分析预算执行情况及影响财政收支变动的

主要因素。按照2003 年预算收入任务和均衡入库的要求，制

定加强收入征管的措施，层层落实收入任务责任制，并严格按

照时间表狠抓落实，加快收入进度。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共同

努力下，实现了自治区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

（二）强化依法治税，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在认真

抓好税收基础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加强征管、堵塞漏洞、

清缴欠税、惩治腐败”税收工作方针，加大征管和稽查力

度，严厉打击各种偷税、骗税、逃税和抗税行为。不断增强

财政收入组织工作的科学性，探索解决财政收入入库进度不

均衡的问题，促进财政收入均衡入库。清理和规范现行税收

优惠政策，已经到期的及时恢复征税。

（三）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加强和规范对工商行

政管理、公检法司、环保、计划生育等部门行政性收费收入

的预算管理，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办法，全年行政性收

费收入增加 2.66 亿元，比上年增长13.7 % 。

（四）依法加大对非税收入的监缴和稽查力度。将政府

性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彩票公益金纳入预算管理，加强和

改进土地出让金管理，防止财政资金流失。

三、加大支持经济建设力度，促进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一）改进和加强国债资金的监管工作，加快国债项目

的建设投产。一是做好国债项目的筛选与推荐工作。2003

年，广西共争取中央国债资金21.04亿元（其中国债补助资

金15.81 亿元，国债转贷资金 5.23 亿元），其他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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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7亿元，重点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江河治理、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科教文卫发展

等，促进投资增长，改善投资环境。二是加强国债资金的调

度，加大对国债项目的监督检查力度。对一些重点项目进行

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督促建设单位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及时

做好项目的相关工作，促进项目如期开工，按期建成投产，

发挥效益。三是改进国债的监督方式，变事后监督为事前参

与，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

（二）积极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点项目建设。2003

年，本着“择优扶强、注重实效；相对集中、突出重点”的

原则，自治区本级共投入资金1.51 亿元安排产业结构调整

及重点财源建设项目 37 个；投入资金9 487.97万元安排企

业挖潜改造项目 51 个。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有关方

面意见的基础上，自治区人民政府调整了自治区中心城市建

设专项资金管理体制和拨款方式，自治区财政 2003 年及时

筹措和拨付资金 6.62 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南宁堤园路、柳

州阳河工业区和北海银滩等重点项目建设。此外，按照自治

区城镇化规划，协同建设部门安排好城市维护费，安排资金

5 000万元，重点安排 175 个城市维护建设项目；积极推进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努力筹措并及

时核拨企业关闭破产专项资金 5.66 亿元，积极稳妥地推进

资源枯竭的煤矿和中央下放有色金属企业的关闭破产工作，

促进了广西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社会稳定。合理调整外贸发展

资金的使用方向，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广西外

经外贸加快发展。与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餐饮、旅店等受

“非典”影响较大的行业的税费减免政策，支持这些行业克

服“非典”影响。

（三）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1.大力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重点支持了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支持发展优势农产品，推进农业

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科技进步。自治区本级安排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扶持资金1 000多万元，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30多家，引导集体和农民增加农民投入，促进农村经济

结构调整优化。自治区财政通过设立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专

项资金，加大农业产业化的投入，重点支持糖蔗、水果、蔬

菜、畜牧、水产等支柱产业发展。同时，按照区域化布局、

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的原则，支持农业产业化基地建

设，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公司+ 基地+ 农户”经营

方式，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出口基地，提高农产品市场

竞争力。

2.支持以水利为主体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在年初预算安排方面，重点支持大中型水库除险

加固、灌区改造、渠道防渗、旱地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和水毁

水利工程修复、海河堤及县城防洪堤工程建设等，以提高水

利防灾抗灾能力。2003 年，预算内安排的大中型水库除险

加固专项资金2 800万元、灌区改造工程5 500万元、渠道防

渗项目2 500万元、旱地节水灌溉项目资金6 355万元，水毁

水利工程修复2 191万元、县城防洪及海河堤工程2 900万

元。有力地支持了广西重点防洪城市、沿江城镇堤防及沿海

标准堤防、大中型灌区配套设施和提水工程建设，加快了节

水灌溉技术的推广。

3.实施“绿色工程”，支持以天然林、水源林、防护林

为中心的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开展退耕还林和森林生态

效益补助资金试点工作。2003 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安

排用于林业建设的资金达1.72 亿元，同时，中央财政补助

广西林业生态建设资金 2.34 亿元（其中：森林生态效益补

助资金1.75 亿元，退耕还林现金补助5 520万元，林业小型

公益项目建设资金 400万元）。为管好用好这些“绿色工程”

建设资金，特别是确保广西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试点工作

的顺利实施，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林业部门密切配合，以

建立健全管理机制为核心，进一步加强了对森林生态效益补

助资金的管理。

4.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实施科教兴农战略。通过

实施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园区、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农业科

技成果推广示范基地建设形式，加快了农业新技术、新成果

推广力度，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

定和健康发展。2003 年上半年，自治区本级安排农业科技

推广资金3 840万元，有力地支持了自治区农业科技示范推

广工作。

5.积极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绿

色农业”和“无公害农业”。自治区本级财政加大了农产品

质量检测体系、农产品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执法体系建设，2003 年初部门预算安排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系”建设资金3 210万元，建立了广西农产品质量安全综

合检测中心和南宁、柳州、桂林和贺州四个地区级分中心，

使广西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

（四）提高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2003 年，广西国

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单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23.97 亿元，增

长28.6% ，其中，在龙滩水电站、百色水利枢纽工程等重

大投资项目的强劲带动下，基本建设投资实现快速增长，

2003 年，广西基本建设完成投资 446.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9% ，增幅同比提高5.0个百分点。在柳钢集团、上汽五

菱等重点技改项目的支撑下，全自治区更新改造投资完成

142.74亿元，比上年增长35.3% ，增幅同比提高13.4个百

分点。

（五）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从产业投资看，在国有及其

他经济类型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大幅提高，完成投资

15.95亿元，比上年增长100.8% ；第二产业投资保持快速

增长，完成投资254.41 亿元，增长41.8% ；第三产业投资

继续增长，完成投资 453.61 亿元，增长 21.1% 。工业投资

快速增长，全年全社会工业完成投资 300 亿元，增长

37.3% 。技改投资主体实现民间资本占相当比重的新格局，

国有单位完成技改投资 66.82 亿元，增长 5% ，占更改总投

资的比重为46.8% ；非国有单位完成技改投资 75.92 亿元，

增长81.2% ，占更改总投资的比重为53.2% 。

（六）建设项目大量增加，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2003 年广西重大项目开工有 200个。桂西氧化铝一期工程、

钦州林浆纸一体化等重点项目正式启动，乐滩水电站、北海

电厂一期工程等重点项目开工建设。龙滩水电站成功实现大

江截流，百色水利枢纽工程等在建重大项目顺利推进。平果

铝氧化铝二期工程、柳钢高速线材、六景至兴业高速公路、

南宁至坛洛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竣工投产。截至2003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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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 000公里。

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社会各项事业发

展

（一）全力做好防治“非典”的资金保障工作。按照中

央和自治区的部署及要求，积极筹措资金，建立防治“非

典”经费拨付“急事急办、特事特办、限时办理”的工作机

制。2003 年，广西各级财政部门共筹措防治“非典”资金

2.68亿元，及时运用到关键环节，为防治“非典”工作提

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支出。优先安排“两个确保”

资金和城市低保资金，积极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2003

年用于社会保障的补助资金达22.0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9% ；筹措再就业资金2.33亿元（不含中央补助资金）。

（三）积极支持教育、卫生和文化等事业的发展。配合

有关部门抓好第二期中小学危改工程和贫困地区义教工程，

积极支持一批重点卫生项目建设和重点文化项目和建设，促

进了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四）巩固并扩展了缓解基层财政困难的成果。2003

年，广西如期完成了自治区对市新一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

方案的制定工作，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实施，本轮自治区

对市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额比上一轮增加了 50% ，进一步

缓解了基层财政困难。着力解决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基层财

力缺口，2003 年，自治区对市（县）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转

移支付补助达到15.22亿元，农村税费改革获得了必要的财

力保障。

此外，还通过调整支出结构等途径，筹措2.5亿元财政

专项资金支持东兰、巴马、凤山革命老区基础设施建设大会

战，及时拨付到位，促进大会战取得良好开局。

五、积极推进各项财政改革，加快构建公共财

政体制框架

（一）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按照中央的统

一部署，在认真总结北流市和德保县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

上，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税费

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7月份全面铺开改革试点工作。为

了做好工作，自治区财政厅研究制定了自治区农村税费改革

实施方案，并及时批复市县农村税费改革实施方案。同时广

泛深入地开展了农村税费改革宣传，争取广大农民和社会各

界对农村税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改革后，全自治区农民负

担的税费从改革前的 28.90 亿元（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

税、屠宰税、乡统筹和村提留）减少到13.09亿元（包括农

业税、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比改革前减负 15.81 亿元，

减负率达54.71% ；农民人均负担减少到33.41 元，比改革

前减少 41.85 元，人均减负率 55.61% ；亩均负担减少到

47.80元，比改革前减少 40.25 元，亩均减负率 45.71% 。

农村税费改革规范了乡村组织与农民的分配关系，农村“三

乱”得到遏制，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简化和规范了农

业税征收管理，至2003 年底，自治区新的农业税征收入库

率94.23% ，基本上完成征收入库任务。自治区财政厅还出

台了《农村税费改革自治区对市地转移支付暂行办法》，自

治区对市（县）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15.22 亿

元，实施专项转移支付后，自治区农村税费改革的平均保障

度为97% 。

（二）继续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建立和完善自治区本级

备选项目库，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公用经费支出标准和定额，

逐步细化人员经费支出预算，改进和完善自治区本级部门预

算报送内容和形式，扩大自治区本级报送人大审批部门预算

的范围，2003 年已有43个单位报送自治区人大审批部门预

算。绝大部分地级市和半数以上的县（市）已经推行部门预

算改革。

（三）稳步推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以推

进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加大国库集中收付

制度改革步伐。2003 年 3 月，正式启动自治区本级非税收

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有 40 个区直单位和125 个执收单位

开展改革试点，确定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厅等8个部

门作为自治区本级首批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试点单位，于

10月正式启动试点工作。为了确保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

制定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办法、银行支付清算办法、会计

核算办法等相关配套措施，为改革试点提供制度保障。采用

公开招标，确定自治区本级财政国库资金集中支付代理银

行，成立国库支付执行机构。同时，市级的国库集中收付制

度改革也在逐步推进中。

（四）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认真贯彻执行《政府

采购法》，努力完善政府采购信息披露等有关制度，加大

《政府采购法》的宣传力度，加强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积极

推进“管采分离”。2003 年，广西 14 个市和大部分县已经

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当年完成政府采购18929 次，完成政府

采购金额28.86亿元，同比增加 7.22 亿元，增长33% 。完

成采购金额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 1.1% ，占全区当年财政

支出的6.5% ，与政府采购预算相比，节约政府采购预算资

金4.75亿元，节约率为14.2% ；与市场价格相比，节约率

在5% ～25% 之间。

（五）积极推进“金财工程”建设。自治区财政厅的局

域网建设基本完成，成功引进了支撑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收

付制度改革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国库集中支付系

统”和“e财”部门预算软件三大核心业务系统。全自治区

11 个市和16个县的“金财工程”建设正在推进之中。

六、做好企业资产和财务管理工作，推动企业

改组改制

（一）做好企业改组改制的资产财务管理工作。一是认

真做好自治区直属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资产财务事项的审核、

批复工作，推动区直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2003 年完成了

南宁药材批发站、桂林医药批发站和广西冶金桂林供销公

司、广西文化物资供应公司、广西国际合作医用公司、广西

海外旅行社有限公司、广西中国旅行社等改制企业的资产财

务事项的审核、指导工作。二是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

审核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等第十一冶金建设公司分立企业划

拨的资产和负债，完成了对柳钢等 4 户企业所属 60 多户集

体子企业的归属问题的审核批复工作。三是积极配合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做好组建广西新华书店发行集团公司和出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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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资产分家工作，审核了发行集团公司章程，提出修改意

见，协调解决了自治区出版局和出版总社的局、社分家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

（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中央下放企业和自治区直属企

业关闭破产工作。为了确保破产企业职工能得到妥善安置和

社会稳定，自治区财政在参与区直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工作过

程中，一是指导关闭破产企业做好破产费用的测算，及时调

度资金，保证企业关闭破产工作的顺利进行；二是对破产企

业在职工安置、移交办社会等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深入调查

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报自治区党委、政府审定，既体

现党和政府对破产企业职工的关心，又保证了矿区的稳定。

2003 年，自治区财政参与终结破产程序的有 3 户（平桂矿

务局、红茂矿务局和大新铅锌矿）；完成部分关闭破产的有

1 户（合山矿务局）；参与实施关闭破产的有 2 户（栗木有

色金属公司和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七〇一矿）；参与进行关闭

破产前期准备工作的有2 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一冶金

建设公司和泗顶铅锌矿）。

（三）进一步推进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促进母子公

司体制的建立。2003 年，按照财政部颁发的《企业国有资本

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同时结合自治区本级政企分

开、脱钩改制工作的需要，支持授权经营的试点企业实行主

辅分离，剥离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处置不良资产、

对子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建立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一是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工作，完成了广西

投资（集团）公司、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和柳州五

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授权经营国有资本、资产的审核和批复

工作。二是按规定同意将广西建工集团划拨土地转增资本金

2.26亿元纳入授权经营范围，进一步明确了广西建工集团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范围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三是支持

授权经营试点的柳州五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主辅分离

工作，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四是理顺柳钢

等4户上划企业与所属60多家子公司的关系以及管理体制。

七、用好管好财政扶贫资金，加快贫困地区经

济发展

（一）加大扶贫投入力度。全年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

8.06亿元，比上年增长10.3% 。调整支出结构，明确扶贫

重点。在2002 年完成对广西 4060 个贫困村扶贫项目规划的

基础上，合理调整支出结构，明确了以村一级单位作为新阶

段扶贫开发重点，以广西4 060个贫困村为主战场，在强调

积极发动贫困农户平等、自主参与到制定新阶段扶贫开发规

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扶贫项目库，加大对贫困村扶贫开

发力度。

（二）以增加贫困农户收入为着眼点，做好科技扶贫工

作。自治区财政安排3000万元资金用于支持科技扶贫项目，

并向中央财政争取科技扶贫项目 9个，项目资金 900 万元。

通过实施科技扶贫项目，每县甚至每个市盯准 2～3 个支柱

产业项目，以科技推广为主，加速优质品种、种苗的培育，

在贫困地区实施项目集中连片发展，使其成为一个具有较大

规模并具产业化性质的大产业。

（三）认真抓好贫困地区的扶贫教育。为了加快贫困地

区普及9年义务教育工作的步伐，自治区财政厅认真抓好第

二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基层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教育项目、“乡镇现代教育资源中心工程”、东巴凤建设大

会战教育项目等项目工程的实施，做好第二期“中小学危房

改造工程”项目的组织申报及各项准备工作，积极推进广西

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

（四）认真做好财政扶贫工作。进一步完善扶贫机制，

变过去的政府主导式扶贫为参与导向式扶贫，并加大扶贫资

金的投入力度。2003 年广西共安排扶贫支出7.8 亿元，比

上年增长10% ，支持广西扶贫工作上了新台阶。

八、加强财政监督管理，推进依法理财

（一）加大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清理和检查力度。全年

共取消1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查处一批乱收费的违纪

违法单位。继续做好企业的治乱减负工作，进一步减轻企业

负担，优化投资环境。

（二）积极组织开展重点财政收支专项检查。一是组织

对2001 年自治区本级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工作补助资金、

特大防汛补助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检查。除重点检查自治

区水利厅外，还实地查看了近50 个项目的实施情况，项目

分布6个市（地）20个县（市），涉及大中型水库除险补助

费3 776万元，特大防汛补助费8 050万元。二是组织对自治

区本级2001～2002 年度科技三项费用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检

查。除全面检查2001～2002 年科技三项费用的面上管理使

用情况外，还组织抽查了 6个市的科技部门及项目承担单位

共74个，抽查项目 132 个，涉及科技三项费用金额3 716万

元。三是组织对自治区防治“非典”专项资金和捐赠款物专项

检查。会同财政部驻广西专员办、审计厅对防治“非典”各项

经费安排、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各项资金专款专用。

（三）组织基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

检查。对自治区5 491个乡镇政府及村委会办公用房项目、

1 026个政法部门用房项目、893 个教育项目、406个乡镇卫生

院基础设施项目和653 个县乡基层政权建设项目进行检查，

并就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措施，保证专项资金的有效使用。

（四）切实履行会计监管职责，加强会计基础管理工作。

指导单位建立和完善内控制度，加大对各单位会计信息真实

性的检查力度，改进会计执业人员的资格管理，狠抓注册会

计师行业的诚信建设，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财务的管

理和监督，会计秩序进一步好转。开展全区性会计信息质量

检查工作，重点检查了新闻出版行业、农口部门等 72 个单

位。同时还对11家相关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进行检查。

查出资产不实8 269.65万元，其中虚增资产1 693.02万元，

虚减资产6 576.63万元，资产失真比例为 4.9% ；查出利润

（结余）不实6 027.02万元，其中虚增利润（结余）868.76

万元，虚减利润（结余）5 158.26万元。经审核处理，各单

位应补交各种税款2 120.02万元。

此外，还开展财政支出效益评价试点工作，加强了对预

算执行情况的跟踪监督检查。注意加强对各级政府债务的监

管，有效防范财政风险。并积极配合纪检监察部门进行案件

查处，打击了不法行为，维护了财经纪律。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冯翊明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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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 省

2003年，海南省实现生产总值698.30 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5% ，创1995 年以来经济发展速度

新高。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57.12 亿元，增长 9.0% ；

第二产业增加值171.69亿元，增长 18.9% ；第三产业增加

值269.49亿元，增长 7.7 %。按全省常住人口计算，人均

生产总值8 655元，比上年增长9.5%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91.64亿元，比上年增长10.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276.26亿元，比上年增长22.4%。全年对外贸易进

出口总额完成 22.79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1% 。2003 年

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 050.45亿元，比上年增

长18.8%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874.76 亿元，比上年

增长15.0%。

2003年，海南省财政总收入131.33 亿元。地方财政收

入61.61 亿元，同口径增长 17.8%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51.34亿元，同口径增长15.1% 。上划中央的税收（增值

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海关代征增值税和

消费税）共 41.86 亿元，占全省税收的 50.8% 。全省财政

总支出116.02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14.96亿元，比上年增

长16.8% ，地方一般预算支出 105.4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2% 。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幅创

1994 年以来最好记录。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一般预算支出

第一次双超100亿元。

一、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抵御“非典”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冲击

2003 年海南省财政经济形势开局良好，1～4 月份地方

财政收入增长18% ，但受全国“非典”疫情的影响，海南

财政收入增幅急剧下降。6月份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第一次出

现负增长，下降3.7% 。7 月份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如果剔除

营业税、国有资产收益等一次性因素，仅增长1.8% 。面对

“非典”疫情的严峻挑战，海南各级财政部门按照省委、省

政府“五加强、五保障”的要求，一手抓抗击“非典”，一

手抓经济发展，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克服“非典”对海

南省经济社会的不利影响。

（一）加强收入分析和征管。2003 年 5 月中旬，省财政

部门深入市县，进行财政收支形势专题调研。6、7、10 月，

三次召开全省财政收入专题分析会，分析、评估和预测“非

典”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抓好财政收入的组织工作。在各有

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海南财政克服了“非典”疫情、农业

特产税政策调整、金融保险营业税税率下调和鼓励下岗职工

再就业优惠政策出台等多种减收因素的影响，超额完成了全

年预算收支任务。

（二）积极发挥财政的保障职能作用，抵御“非典”对

海南社会经济的冲击。一是各级财政紧急筹措专项经费

3 881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1 000万元，省级财政安排

1 156万元，市县财政安排1 725万元），用于“非典”疫情

防治工作。二是建立困难人群“非典”患者救助机制，并对

防治“非典”一线工作者给予补助。三是及时落实航空运

输、旅游等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约1.3 亿元）和财政

补助政策（对航空运输企业安排1 452万元财政贴息），帮助

相关企业恢复生产。四是加快基建、支农、处置积压房地产

等专项资金的拨款进度，动用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大型工

业项目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三农”、困难

群体、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力度

2003 年，海南财政较好地保障了各项重点支出和法定

增长，财政支出总体完成情况良好。全省科技支出（含科技

三项费用和科学支出）完成 9 768万元，比上年增长

36.12% ；支农支出（含农业、林业、水利和气象支出）完

成7.02亿元，比上年增长16.35% ；教育支出完成14.8 亿

元，比上年增长4.75% 。

（一）围绕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加大资金投入。一

是投入8.4亿元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二是推进农村税费

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安排2.52 亿元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

付资金，用于在取消相关税费后，确保乡村基层组织正常运

转和农村教育的投入。三是投入 2.42 亿元，加强农村基础

教育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四是着力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

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安排5.93 亿元用于补助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1.06 亿元用于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

6 900万元用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6 316万元用于灾区群众

生活困难补助，9 622万元用于退耕还林还草专项补助，

6 160万元用于天然林保护区林木工人安置补助，530万元用

于国有企业改制中职工安置补助。五是安排4 508万元支持

科学技术发展。六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安排 1.16 亿元用

于公、检、法、司装备配置、专线网络、审判庭、技侦用

房、戒毒所和基层派出所等建设。七是积极化解和防范财政

风险。安排8 114万元用于外国政府贷款还本付息、国际金

融组织贷款还本付息和拖欠专项借款扣款。安排8 168万元

用于新增粮食挂账补贴支出、粮食风险支出等。八是从剩余

财力中追加4 000万元用于农村基础教育建设，追加4 000万

元用于乡镇卫生院改造，追加 500 万元增加省本级低保资

金，追加2 000万元增加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

（二）加大了对市县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省财政重新修改制定了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

转移支付、革命老区转移支付和农村税费改革临时性转移支

付等四个办法，进一步完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制度。省对市

县财政补助向保证工资发放、社会保障和促进中部地区、贫

困地区、民族地区发展等方面倾斜。2003 年，省对市县各

项财政补助 38.09 亿元，比上年增加 7.26 亿元，增长

23.5 % 。2003年各市县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达到或

超过海南统一标准，没有出现拖欠工资的现象。

三、继续深化财政改革，创新财政工作机制

（一）改革部门预算编制方法。2003 年，省财政厅制定

了《海南省省本级基本支出预算管理办法（试行）》、《海南

省省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试行）》，对部门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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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和方法等作了进一步改革，规范了预算编制、审核、

报批的权限和程序，建立更为规范、合理的部门预算编制和

审核工作机制。部门预算由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组

成。基本支出预算按定员定额实行标准化核定，定额标准是

在对省本级336家行政事业单位2000～2002 年 3 年的财务

决算报表进行分析后制定的。项目支出指标分配实行零基预

算，指标管理引入竞争优选机制，根据项目重要性和财力可

能，按轻重缓急顺序择优安排。在深化省本级部门预算改革

的同时，海口、三亚、琼海等10个市县也已推行此项改革。

（二）全面铺开非税收入征缴改革。海南省在2002 年省

本级和海口市试行政府非税收入征缴改革的基础上，2003

年全省全面铺开了非税收入征缴改革。省财政厅出台了《海

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稽查办法》和《海南省政府非税收入征收

奖励办法》，规范执收执罚单位征缴行为，调动各部门征缴

的积极性。这项改革既从源头上治理了“三乱”，加强了廉

政建设，又减轻了企业和老百姓的负担，促进政府非税收入

大幅度增长。2003 年，全省通过系统征收的非税收入 40.5

亿元，共清理撤销各类收入过渡账户600多个，停止使用旧

财政票据60多种，清理违规收款项目 100 多项，降低收费

标准项目 20多项；共有4 518个执收单位8 000多个收款项

目实行了银行代收，系统自动核销《一般缴款书》372 万多

份。
（三）扎实开展工资统发工作。2003 年，海南各级财政

部门在总结上年工资统发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工

资统发制度，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形成了编制部门核实

人员、人事部门核准工资、财政部门核拨经费、银行统一发

放的“三核一统”工作机制。各级财政都建立了本级财政工

资套账和基础数据库，初步建立了省、市县、乡镇三级财政

工资统发网络。全省实行财政工资网络统发人数达119 651

人，月工资额1.22亿元。其中，省级 153 个单位（包括77

个国库集中支付单位），统发人数11 426人，月工资额1 991

万元。工资统发改革的全面推开，有效遏制了一些地方、单

位随意增人增资的现象，简化了财政拨款手续，提高了工资

发放效率，促进了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四）不断扩大政府采购范围。2003 年是《政府采购

法》正式实施的第一年。海南省在认真贯彻《政府采购法》

的基础上，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制度实施

范围和规模，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的总体要求，制定

了 2003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政府采购限额标准，扩大集

中采购范围，将10 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纳入集中采购，对

年初无法编入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资金，在执行中一旦确定

为《目录》范围内的采购支出，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规

定的组织形式、采购方式和程序实行集中采购。为了进一步

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海南省财政厅和有关部门专门就政府采

购验收工作下发通知，加强政府采购的验收工作和对招标中

介机构的监督管理，派专人对开标、评标进行现场监督。

2003年省本级完成政府采购2.4亿元，比上年增长57.4% 。

（五）稳步实施国库集中支付改革。2003 年初，海南财

政将国库集中收付范围由原来省本级 11 个试点部门的基本

支出资金扩大到除基建资金外的所有预算内资金，项目支出

和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和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都纳入了

国库集中支付。4月份，又将国库集中支付试点单位进一步

扩大到50 个部门共77个预算单位。并不断完善国库集中支

付系统，加快推进制度建设，初步形成了国库集中支付的制

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效果明显。一是预算

约束得到加强，预算执行更加公开透明。二是减少了资金拨

付中间环节，财政批复单位的用款计划，单位当天就可以支

出，并且直接支付到收款人。三是增强了财政资金调度和宏

观调控能力，财政国库存款明显增加，进一步提高了财政资

金的使用效益。

（六）进一步完善会计集中委派制。2003 年，海南省对

19家省直单位（主要是中专学校）实行会计集中委派，完

成了第二批委派单位的收尾工作。同时，加强业务指导，积

极开展业务培训，提高会计核算质量；完善国库会计核算系

统，加大集中支付改革力度；加大检查监督力度，进一步完

善内控制度。

（七）深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按照国务院的要求，

2003 年海南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全面铺开。一是广泛

宣传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合理确定了各地的土地计税面积和

常年产量，制定了《海南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积极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实施了乡村机构改革、调整

教育布局、清理涉农收费、完善乡镇财政财务管理等一系列

配套改革措施，拨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2.78 亿元，

确保改革顺利推进。二是认真做好群众信访工作，严肃处理

侵犯农民利益行为。从 7月份开始，每月对群众信访情况定

期通报，对违反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行为进行查处。三是涉

农收费逐步规范，全面落实了农民负担“公示制”、义务教

育收费“一费制”、报刊费用“限额制”、违反农民负担政策

“责任追究制”四项制度。四是实现了农村教育由县级政府

举办和管理，经费纳入县级财政，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由县

级统一发放，农村义务教育得到保障。通过改革，海南农民

负担明显减轻，人均减负率达60% 。

四、加强财政监督，进一步规范财经秩序

一是开展了国债资金、民政专项资金、支农专项资金、

旅游发展基金、“收支两条线”以及海南省直9个部门 62 家

单位2001～2002 年财政专项资金执行情况专项检查。二是

严格执行《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规范会计秩序，严

厉打击提供虚假会计信息行为，夯实会计基础工作；加强

《会计法》及相关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后续教育培训，加

强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及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工作。三是进行财

务税收大检查，查出和追缴应缴未缴税费 4.89 亿元，入库

4.15亿元。四是积极发挥投资评审的监督作用。2003 年共

完成评审项目 48 个（不含和邦炼油项目），涉及投资金额

8.5亿元，共审减投资1.04亿元，审减率12%。

五、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风险

2003 年，海南财政以加强管理为中心，以防范财政风

险为目标，继续强化国外贷款项目的资金、财务和债务管

理，努力提高项目执行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到期偿还

率。出台了《海南省财政厅政府偿债准备金管理暂行办法》，

制定了《海南省财政厅省本级政府直接债务还款管理暂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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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海南省财政厅直接债务支付管理暂行管理办法》，加

强国外贷款的基础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政府贷款偿还工

作。同时，采取预算扣款、跟踪清欠、诉讼保全等多种手

段，2003 年共清欠外债5 307万元。

六、夯实财政基础工作，提高财政工作水平

一是加强财政干部队伍建设。2003 年，省财政厅组织

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活动，并邀请有关领导

和专家学者进行辅导学习。组织省财政厅的厅处级干部参加

省委举办的党的十六大精神学习班。并组织开展对新录用公

务员的初任培训和集中评议活动。二是按照省委省政府要

求，开展“行政优质服务月”活动，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提

高办事效率。2003 年，省财政厅被评为“行政优质服务月”

活动先进单位，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通报表彰。三是积极推

进依法行政。邀请财政部有关领导到省财政厅开展依法行政

讲座。全面清理 1988～2002 年间出台的财政规范性文件，

共清理失效文件 65 件，废止文件 39 件，规范行政审批行

为。四是加强制度建设和财政调研工作。编印了《5 年财政

改革与发展》、《2002 年海南省财政厅规章制度汇编》、《海

南省财政预算管理与改革文件汇编》、《海南省本级国库集中

支付工作制度》、《海南省政府非税收入征缴改革文件汇编》

等资料。成立了“调研课题领导小组”，加强对财政调研工

作的领导。形成了《建设稳固的财政呼唤加快推进工业化进

程》、《关于开展财政支出效益监督工作的思考》、《建立社会

保险基金自求平衡机制》等一批研究成果。五是积极抓好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开展“先进典型示范教育”和“反面典型

警示教育”，按照《海南省2003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实施意见》的要求，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海南省财政厅供稿，郑学伟执笔）

重 庆 市

2003 年，重庆市实现生产总值2 250.11亿元，比上年增

长11.4% ，增幅 1.1 个百分点，是重庆市成为直辖市以来

增长最快的一年；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43.07 亿元，增

长4.2% ，第二产业增加值 975.95 亿元，增长15.9% ，第

三产业增加值931.09亿元，增长 9.4% 。按常住人口计算，

全市人均生产总值8 075元（972美元），比上年增加1 041元

（125 美元）。国民经济中三次产业比例由上年的 16.3∶42.0∶

41.7 调整为15.2∶43.4∶41.4，新型工业化促进了第二产业

高速增长。市场物价稳步回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100.6，比上年价格总水平提高0.6%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835.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9.5% 。城乡居民生活水

平继续提高，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 094元，比上

年增长11.2%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 215元，比上年增长

4.7%。

2003年，重庆市财政收入完成 206.72 亿元，为预算的

123.8% ，比上年增长 30.9% 。其中：市级完成 103.49 亿

元，为预算的126.3% ，增长32% ，区县（自治县、市）完

成103.23亿元，为预算的121.4% ，增长29.9% 。全市财

政收入突破200亿元大关，超额完成全年预算任务，实现历

史性跨越。2003 年重庆市上划中央增值税、消费税 95.8 亿

元，比上年增长17.11% 。全市财政支出完成 392.09 亿元，

为预算的 85.4% ，比上年增长 17.1% 。其中：市级支出完

成147.11亿元，增长18.8% 。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城市维

护费，社会保障资金支出增长较快，分别比 2002 年增长

43.7 % ，32.9% 和 19.2% 。区县（自治县、市）级支出完

成244.98亿元，增长16.8% 。

一、财政保障作用加强

在依法保证各项支出增长的前提下，2003 年，重庆市

财政局重点抓了以下工作：

一是加大“三农”投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缩小

农业特产税征收范围，实行村级报刊“限额制”和涉农收费

“公示制”，全年安排转移支付 8.65 亿元，实现“三个确

保”，有效防止了农民负担反弹。整合各类专项资金2.26 亿

元，重点扶持一批中心城镇发展。安排市级农发资金 3.56

亿元，重点支持柑橘、畜牧、优质稻等百万农业产业化工

程，加大农业综合开发、病险水库整治、人畜饮水工程、乡

村道路建设的支持力度。安排576万元进行农村富余劳动力

转移就业培训试点，为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探

索了一条新路子。落实扶贫资金 3.98 亿元，实施新一轮扶

贫开发，支持民族地区发展，其中专项安排3 357万元重点

解决2 500户岩洞窝棚贫困户搬迁和为42 487户农户购置防

治地氟病所需的炉具。拨付救灾救济资金 1.58 亿元，解决

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完成各区县（自治县、市）“普九”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欠债清理核实工作，先期安排6 866万

元弥补渝东南五区县“普九”欠债。市级财政新增教育、卫

生、文化经费的63% 以上用于了农村。

二是积极支持抗击“非典”，加大公共卫生投入。2003

年安排专项资金2.08 亿元，其中市级财政安排1.78 亿元，

确保了“非典”在重庆市零感染、零传染、零死亡。支持

31 个区县传染病院（房、科）的建设和市级重点医院及乡

镇卫生院改善医疗条件，对6个区县进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

试点。
三是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积极支持就业与再就

业。2003 年共落实补助资金 34.12 亿元，做到了应保尽保。

推进“三条线并两条线”工作，确保再就业中心结存职工全

部出中心。拨付资金3 455万元用于企业军转干部困难补助、

在乡老复员军人医疗困难和残疾人康复工作。

四是支持科教文体事业发展。依法保证教育的“三个增

长”（即：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

增长，并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教育费用逐步增长，教师工资

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拨付资金1.59亿元，改造

农村中小学危房，推进“第二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

程”，扶持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安排专项资金，积极支持基

层文化场馆改建、西部信息枢纽体系建设、区县（自治县、

市）计生信息网络升级、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支

持市“一运会”举办和全国“十运会”备战等工作，并为奥

林匹克体育场等重点建设项目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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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加强政权建设。完成县级交警经费和企业公安供给

经费划转等管理体制调整工作。支持监狱体制改革、协警队

伍建设、法律援助工作，改善基层公、检、法、司办案条

件。通过推进部门预算，规范支出管理，各项法定和重点支

出的保障力度不断提高。

二、支持经济发展

2003年，重庆市财政局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安排 6.95

亿元，促进结构调整，推动技术进步。努力营造公平、宽松

的财税环境，全面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和扶持民营经济

发展的各项措施，减税让利4.6亿元。深化粮食购销市场化

改革，筹集粮食风险基金1.86亿元。改善生态和城市环境，

争取国债资金 37.5 亿元，重点用于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

地质灾害治理、城市堤防、退耕还林等工程建设。安排专项

资金打捞库区漂浮物，确保三峡蓄水后的水环境和航运安

全。支持投融资体制改革，以资产重组、国债划转等方式增

强和支持八大建设投资公司（集团）融资能力和市商业银行

增资扩股。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2003

年在建项目使用外资1.7 亿美元，新申报扶贫、西部供水等

9个项目近7亿美元。

三、财政改革不断深化

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市财政局

通过认真调研，对现行财政体制进行完善，采用增量调节方

式，加大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逐步实现

同类区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按照全市统筹、分级

管理、目标考核、锁定基数、分类指导、缺口分担、确保发

放的原则，制定了全市统一的养老保险金管理体制方案。推

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非税收入、政府采购、“金财

工程”等财政改革，建设公共财政框架。试行预算追加听证

制度，对市级部门 7 个项目约3 900万元预算指标追加组织

听证，提高预算安排透明度。涪陵区、南岸区、九龙坡区国

库集中支付试点工作进展顺利。进一步落实“收支两条线”

管理规定，将43个部门 172个执收单位的非税收入纳入征

管。贯彻《政府采购法》，提高公共支出管理效率，2003 年

全年采购金额19亿元，比上年增长 65.2% 。夯实财政管理

信息化基础，《重庆财政之窗》改版运行畅通，2003 年市财

政局又与7个远郊区县财政局自动化办公系统实现光纤联

网。

四、依法行政能力逐步提高

2003 年，重庆市财政部门加大财政立法执法力度，制

定了五年财政立法规划和财政系统执法责任制度。狠抓反腐

清源专项治理，贯彻财政票据管理办法，深化路桥收费改

革，规范彩票监管。整顿会计秩序，对 30 户企事业单位进

行了《会计法》执法检查。加强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

点资金监管，对22 户企业再就业资金的领取发放和5 个区

县的社会保障机构建设启动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收缴违

纪违规资金375.16万元。对库区污水处理厂工程进行了财

务评审，检查了退耕还林工程涉及的种苗、粮食和生活费等

补助使用情况。加强国家赔偿费用的管理，2003 年市本级

财政审核国家赔偿费案件5件，金额19.59万元。执行有关

法规，监督执法机关履行法定义务。在对重庆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赔偿费用审核的同时，将其个案赔偿金额为10.78 万

元的情况告知了市人大常委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发挥财政监

督职能作用。办理254 件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加

强联系沟通，严格办理程序，在全部按时完成的基础上，满

意率达到100%。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干部理想信念、职业操守和法

纪教育，严肃处理内部违法违纪案件。严格财政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加大干部培训、培养、锻炼和轮岗交流力度，提高

干部队伍综合素质，不断推进依法行政。

（重庆市财政局供稿，蔺卫东执笔）

四 川 省

2003年，四川省实现生产总值5 456.3亿元，比上年增

长11.8%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 128.6亿元，增长

5.5% ；第二产业增加值2 266.1亿元，增长16.5% ；第三产

业增加值2 061.6亿元，增长10.1% 。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2 158.2亿元，比上年增长 19.6% ；全年进出口总

额56.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2%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比上年上涨 0.1 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 042元，比上年增长 4.5% ；人均消费支出5 759元，按可

比口径比上年增长6.4% 。到 2003 年末，全省城乡居民储

蓄存款余额达到4 333.8亿元，比上年增长18.2% 。全省经

济总体上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与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相适应，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良

好。2003年，全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336.6 亿元，

比上年增长18.6% 。其中上划中央“两税”（增值税75% 部

分、消费税）收入完成 180.6 亿元，增长 12% 。全省财政

一般预算支出完成732.3亿元，比上年增长 8.7% 。全省基

金收入完成76.4亿元，基金支出完成72.6亿元，分别比上

年增长37.4% 和 35.0% 。按现行财政体制结算，全省财政

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并消化历年赤字1.6亿元。

一、切实履行财政职能，积极服务“三个转变”

2003 年，四川省各级财政部门继续实施中央积极的财

政政策，当年全省共争取中央国债资金及各种专项补助

141.3 亿元；各级财政安排的基本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

还林还草等资金达 85.5 亿元。通过财政资金的导向投入和

财税政策的综合运用，全面贯彻和推进省委、省政府确立的

“三个转变”（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民间资金向民间资

本转变、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的发展战略。

（一）抓紧落实推动“三个转变”的财政政策。省财政

出台了《关于实施经营城市战略和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意见》、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各级

财政相继将国有土地经营收益纳入政府综合预算统筹管理，

坚持在财政资金的导向下多渠道筹集城市建设资金，并切实

加大了城市规划经费的投入力度。2003 年全省纳入预算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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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的土地有偿使用收入达到29.6 亿元。同时，各级财政破

除了所有制界限，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给予一视同仁的扶持政

策。2003 年省级科技三项费用安排用于民营企业重点攻关

项目和新产品试制项目的经费分别占资金总额的 28.7% 和

69% 。此外，各级财政还按照省委《关于加快人才资源向人

才资本转变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大幅度增加了对人才引进

和职业技术教育工作的投入，积极为高新技术人才归国来川

创业提供资金支持和便利条件。

（二）大力创新推动“三个转变”的投入方式。四川省

各级财政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创新投入方式，坚持采用市场

化的理念和运作手段来推动“三个转变”。在继续加大对六

大支柱产业（电子信息、医药化工、旅游、饮料食品、水

电、机械冶金业）支持力度的同时，充分运用国家投资、定

项补助、财政贴息、项目招商以及 BO T（建设—经营—移

交）融资等灵活多样的投入方式，支持了一批基础设施、市

政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和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通过财政资

金的导向和粘合作用，带动了一大批社会资本和民间资金投

入到全省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三）努力营造推动“三个转变”的环境条件。四川省

从2003年 6月1 日起停止征收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停止

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省财政厅及时制定并实施了对下的

转移支付办法，弥补县乡财政和工商管理部门由此而产生的

经费预算缺口3.6亿元。同时，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深入整治

税费环境，全面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社会公示制

度，广泛接受监督，增强了财税政策的透明度和公开度；省

财政厅先后12次发文，共计取消和暂停148 项不利于改善

投资环境和不同国民待遇的收费项目，全省各类企业因此减

负合计3.72亿元。此外，各级财政部门还积极做好财税法

规政策咨询和财会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二、大力调整支出结构，努力保障公共需要

2003年，在“非典”疫情冲击、农业特产税及个体工

商户管理费停征、促进西部大开发和再就业工作的税收优惠

政策全面执行的影响下，全省财政面临的收支形势非常严

峻。各级财政按照构建地方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进一步加

大了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力度，重点压缩了计划经济体制下

形成的不合理的支出项目，对教育、农业、科技、卫生等重

点领域财政资金的使用结构和投入方式进行了改进，确保了

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决策和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资金需

要。
（一）支持“非典”防治及公共卫生体系建设。2003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全省各级财政迅速启动

“非典”防治资金保障应急预案，实行特事特办的工作制度，

并及时开启了经费拨付特别通道，切实履行了“非典”防治

紧急经费一日到位的承诺。全省各级财政共安排“非典”防

治经费3.97 亿元，其中，省财政安排6 079万元，全力保障

了“非典”防治工作的资金需要。在巩固抗击“非典”工作

成效的基础上，从 2003 年下半年开始，省财政加大了对公

共卫生体系和应急机制建设的投入力度，调剂专项转移支付

资金1亿元用于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安排专项资金 700

万元在叙永、彭山等5县开展了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

（二）确保公教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2003 年，全省

各级财政在上年全面兑现公教人员工资的基础上，坚持在预

算安排环节优先打足工资性支出，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全

部上划县级管理，切实加大了资金统筹调剂力度，省财政全

年累计向市州专调工资资金114亿元，确保了全省公教人员

工资的足额发放和调资政策的及时兑现。

（三）促进“两保”、“低保”和再就业工作。2003 年全

省各级财政共筹措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再就业资金 12.5

亿元，建立小额贷款担保基金1.2亿元，减免了103项不利

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下岗职工维持

基本生活和实现再就业提供了支持；共征集企业离退休人员

养老保险基金 133.18 亿元，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接近

100% ；共筹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9.26亿元，覆盖

人群达146.48万人，保障标准也由上年的人均月补差38.5

元提高到了52.9元。与此同时，省财政还积极推进省属国

有企业脱钩改制工作，基本解决了省属下放企业的改制遗留

问题。

（四）推动农村教育、扶贫开发和救灾救济工作。在中

央财政的支持下，2003 年省财政共拨付资金 8.1 亿元，支

持以“五大扶贫工程”（新村、移民、教育、卫生、牧区五

项扶贫工作）为主体的扶贫工作。解决了 31 万人的温饱问

题和70万人的饮水困难。结合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省财政

足额安排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配套资金，全省共投入 8.4

亿元用于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另外，省财政还专门设置了

特困学生资助金1 000万元，加上各级财政投入，使 95.5 万

贫困学生得到了资助。针对 2003 年四川省灾多、灾重的实

际情况，省财政累计拨付救灾资金 1.36 亿元，对保障灾区

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继续深化财税改革，切实提高理财水平

（一）继续深化省级财政改革。省财政对省级各部门全

面实施了部门综合预算管理，管理纵向深度达到二级预算单

位，进一步增强了预算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在省级130 个部

门及其所属的272 个二级预算单位推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改革，支付范围拓展到政府采购和部分基建工程项目，支付

流程进一步简化和规范；在省级执收执罚单位全面推行了非

税收入“银行代收制”改革，健全了“票款分离、收支脱

钩”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体系；政府采购管理改革也继续扩

面增量，并实现了采购管理机构与执行机构的分离。

（二）全面推开市县财政改革。2003 年，省财政先后举

办了两期财政改革研修班，对全省各市、县分管财政工作的

政府领导和财政局长进行公共财政理论和改革实务的培训，

进一步明确财政改革的目标和责任；并在《四川日报》、四

川电视台开辟了财政改革专栏，为改革营造舆论环境。截至

2003 年底，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非税收

入管理等四项改革在全省 21 个市（州）和 183 个县（市、

区）全面推广，以“零户统管”为特征的乡镇财政运行机制

也在全省绝大多数乡镇顺利运行。

（三）进一步完善省对下的财政管理体制。为了调动市、

县两级自我努力、自求平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省财政制定

了《关于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着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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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县努力、市尽责、省帮助”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激励约

束机制，对省以下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进一步予以规范和

界定。为了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省财政还调整了省与

内地民族县的税收分享政策，从 2003 年 1 月 1 日起，将省

财政原参与分享八个税种的收入全部下划作为内地民族县的

县级收入，为民族地区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财力基础。此

外，本着“明确责任、分级负担、收支脱钩、确保基本需

要”的原则，省财政还从 2003 年起着手建立县级公安机关

经费保障机制，为基层政法系统的运转提供稳定的经费支

持。

（四）稳步实施农村税费改革。2003 年，全省各级财政

部门在上年顺利实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着重

在完善机制和配套改革上下功夫，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工

作。各地开展了“回头看”活动，对涉农收费项目进行了专

项治理，进一步健全了农民负担监督及追责机制，切实防止

农民负担出现反弹；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达

州、巴中等部分市、县推进了乡镇机构改革、农村教育布局

调整等各项配套改革；进一步健全了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制度，全年省财政共下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26.8 亿元，并

与市级财政共同负担了停征农业特产税后各县的政策性减收

部分。

四、内抓系统作风整顿，外强财经秩序监管

（一）扎实推进财政系统作风整顿活动。2003 年，结合

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省财政厅深入开展

理想信念、职业道德、党政法纪三大教育活动，认真解决财

政系统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了《四川省财政系统

业务工作纪律》，通过细化和完善内部工作制度和流程，加

强了对财政资金分配过程的监控和督查。凉山、遂宁、巴中

等市、县财政部门也针对自身实际情况，开展了业务技术竞

赛、竞争上岗以及其他形式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通过作风

整顿，全省财政系统的干部职工更加牢固地树立起全局意

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机关形象和干部职工精神面貌都

得到了很大改善。

（二）深入开展财会秩序监管工作。2003 年，结合宣传

贯彻《四川省会计管理条例》，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开展了会

计信息质量核查，共有406 个单位直接接受了重点抽查，共

计查出违纪金额5.5 亿元，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做账、做假

账、账外账等违法行为给予了责令建账、调账、补交税款、

限期整改等处罚；会计基础工作进一步强化，全省共有

104 968户单位实行了建账监管，监管面达到70% 以上；按

照财政部的要求，四川省财政厅收回了由注册会计师协会行

使的行政审批及监管职能，加大了对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

构的监管力度。同时，全省各级财政大力强化了对税收、行

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各类财政收入入库情况的监管

力度，重点开展了对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国债建设以

及救灾扶贫等各类专项资金使用安全性和效益性的检查，共

查补各项财政收入1.2 亿元，查处各类违规财政支出 2.2亿

元。

（四川省财政厅供稿，江 海执笔）

贵 州 省

2003 年，贵州省国内生产总值1 344.31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1 % ，是 1988 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

年。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294.53 亿元，增长 4.6% ；

第二产业增加值为571.91 亿元，增长13.2% ；第三产业增

加值为477.87亿元，增长10.1 % 。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3 600元。粮食总产量实现1 104.3万吨，比上年增长6.8% 。

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拉动下，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基础

产业得到加强，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754.13亿元，比上年增长 19.2% 。全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458.7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2% 。住

房、汽车、通讯等逐步形成消费热点，销售商品房面积

434.16万平方米，销售额为53.89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20% 和 23.7% 。价格总体水平回升，受大米、植物油脂、

肉类、鲜菜、瓜果等农产品和医疗保健服务、水、电、燃料

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影响，全省居民消费品价格、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比上年上涨 1.2% 、4.1 % 、

3.4% 。全省对外经济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实际利用外商直

接投资5 600万美元，比上年增长52.1% ；对外贸易大幅度

增长，进出口总额 9.8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2.4% ，其

中，出口5.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3.2% ；进口3.96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58.8% 。

在国民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全省财政部门

圆满地完成了全年财政收支预算任务，有力地支持了全省经

济社会事业的发展。2003 年全省财政总收入完成 236.64 亿

元，比上年增收 33.61 亿元、增长 16.6% ，其中：地方财

政收入完成 124.56 亿元，比上年增收 16.28 亿元，增长

15.0% ，超额完成全年收入目标；全省财政总支出完成

332.35 亿元，扣除上划中央增值税、消费税等因素，加上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助，财政基本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

一、拓建财源，狠抓收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

增长

（一）努力抓好财源建设，促进县域经济发展。2003

年，省财政厅与余庆等4个县签订了新一轮县级财政收入上

台阶协议；完成了首轮 20 个建强县的财政目标考核工作，

并兑现了有关奖励，提出了对开展第二轮建强县工作的财政

政策建议和措施；专门召开全省财源建设工作会议，对近几

年贵州财源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对下一步财源建设工作

进行了部署。

（二）继续实行组织收入目标责任制。2003 年初，省税

务部门将收入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做到收入任务目标明确、

责任清楚、奖惩分明、措施得力。在具体工作中，强化征管

责任，严格征收制度，改进征管手段，定期分析收入形势，

采取积极措施，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努力做到

均衡入库。同时，加强对重点税种、重点税源的监控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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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库的协调配合，保障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

（三）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做大经济“蛋糕”。继续抓好“两烟一酒”、煤炭、电力、磷

化工等支柱财源的同时，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发挥贵

州能源、旅游、中药材等资源优势，从资金和政策上大力支

持发展特色产业、特色产品，不断开辟和培育新财源，逐步

改善全省财源结构单一的局面。

二、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三农”，加大扶

贫开发工作力度. 加快地方经济发展

（一）支持以加强农业基础为重点，农业科技进步为支

撑的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一是继续安排乡镇企业发展资金

2 000万元。二是紧紧围绕建设生态畜牧业大省的奋斗目标，

在2003 年初已经安排1 800万元的基础上，新增安排1 000

万元畜牧业发展专项资金；同时还安排200万元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专项资金。三是 2003 年省级财政新增农业产业化

发展专项资金1 200万元，主要支持国家和省重点龙头企业

新产品新技术研发补助、原料生产基地建设补助、贷款贴息

等，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的作用。四是积极落

实国家生态建设重点工程配套资金4 260万元，支持全省实

施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同时，加大对森林防火、森林病

虫害防治经费的投入。五是集中1 500万元支持全省农业结

构调整重点示范项目，主要用于优质水稻、特色种养殖等农

业科技示范项目新品种引进、配套技术完善等补助。六是为

鼓励农民种粮，增加农民收入，省财政积极筹措2 000万元

资金，对以实物形式缴纳农业税的农民，按每公斤 8分钱的

标准给予直接补贴。

（二）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2003 年省财政安排技改资金 1.9 亿元，会同有关部门

申请中央国债技改专项资金1.28 亿元，集中支持冶金、煤

炭、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安排1.5

亿元资金，保障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顺利实施。建立省级

改革与脱困资金4 700万元，做好破产资金的拨付与监管。

继续安排中小企业担保资金2 000万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积极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尽快走出困境，经多方努力，向国

家有关部门争取豁免了瓮福磷矿多年来拖欠的国外贷款本息

4.88亿元，为企业轻装上阵创造了有利条件。继续为国有

企业改革服务，做好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国有资产评

估、国有股权管理等基础工作。

（三）继续大力支持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为

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省财政继续安排2 500万元基

本建设前期工作费，安排4.3亿元主要用于以交通为重点的

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贴息资金和补助。

（四）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为贯彻《中共

贵州省委关于加大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力度的决定》精神，

省财政对全省100 个一类扶贫重点乡镇实施农业税及附加减

免，减免额为2 695万元，并要求各地严格按照减免政策逐

一兑现，确保农业税贫困减免真正落实到贫困农户。同时，

为保证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十件实事”中“解决 25 万户、

112.5万人饮水困难”、“建设农村沼气池 10 万口”、“改造

和建设广播电视卫星收转站5 000个”等任务的落实，省财

政继续安排渴望工程建设资金 1 亿元，沼气建设专项资金

5 000万元，并积极筹措资金支持5 000个农村广播电视卫星

收转站地面通讯设施的改造和建设。

（五）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一方面继续清理和废除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文件，

继续治理“三乱”，努力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

部环境；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安排748万元技改资

金，重点支持以非公有制为主的特色食品和生物制药产业的

发展。

三、认真落实省对下的转移支付政策，加大社

会保障和再就业等支持力度，确保社会的稳定和

进步

（一）认真落实省对下的转移支付政策，确保财政困难

县基本工资发放和机构正常运转。省财政继续与53 个财政

特困县签订“以奖代补”协议，共安排补助资金 12.6 亿元

（包括市、州、地本级配套的8 000万元），比上年增加 2.66

亿元。
（二）确保防治“非典”应急支出的需要。为抗击“非

典”和减轻“非典”对贵州经济的影响，全省各级财政积极

筹措“非典”防治经费，共安排 1.25 亿元资金用于防治

“非典”。同时，结合全省实际，落实和制定了对受“非典”

影响的部分行业及部门的税费和基金减免政策，共减免税费

和基金近1.3亿元。

（三）加大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

资金投入。2003 年，全省各级财政共安排资金近 5 亿元，

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小额担保贷款、再就

业各项政策补贴等支出，确保了6万余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的基本生活费的按时发放，促进了7 万余名下岗职工及失业

人员再就业。同时，省财政还就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下岗失业

人员的各项税费减免政策提出了实施意见，并制定了促进下

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四）进一步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对低保

对象做到应保尽保。各级财政部门切实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资金列入财政预算，2003 年全省共安排3.41 亿元用于

城市低保，仅省财政就安排4 000万元，比上年翻了一番，

全省41.9万名低保对象全部纳入了低保范围，并按时领取

了低保生活费。

（五）加大救灾投入，积极帮助灾区人民群众解决生活

困难问题。根据贵州省灾情较为严重的实际，全省各级财政

从保稳定的大局出发，积极安排落实救灾资金 1.65 亿元，

用于灾区群众的生活困难补助和房屋维修，使灾区灾民及时

得到救济，维护了灾区的社会稳定。

（六）完善全省企业离休干部离休费、医药费保障机制

和财政支持机制。2003 年，省财政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

大局出发，认真落实中央有关精神，安排2 640万元资金专

项用于解决省属困难企业单位离休干部离休费、医药费。

（七）启动省级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省财政在积极做好

缴费基数和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金的核定和资金拨付工作的

基础上，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实施新的省级医疗保险制度，在

实施过程中，不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新的省级医疗保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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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平稳运行，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开展，

为逐步建立贵州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八）积极支持科教兴黔战略，打好贵州“两基”攻坚

战。2003 年省财政在上年安排“普九”补助资金 1.59 亿元

的基础上，又新增“普九”专款1 500万元，共 1.74 亿元，

同时，继续安排4 000万元高校贴息资金，安排科技三项费

用3 700万元、中药现代化产业资金1 000万元和中小企业科

技创新基金1 000万元，以支持科教兴黔战略的实施。

（九）继续加大对计划生育和文化事业的投入。2003

年，省财政共安排计划生育经费5 716万元，比上年增长

16% ；安排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建设和民族民间文化等方面

的投入1 000万元，有力地促进了基层文化事业的发展。

四、大力推进财政改革和深化农村税费改革，

按照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加强和改进支出管理

（一）进一步加大省级部门预算的改革力度。在总结

2002年对23个省直部门试编部门预算的基础上，2003 年省

财政将部门预算扩大到33个省直单位，在部门预算编制中，

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的方法和程序，编制质量有了提高；同

时严格控制人员及公用经费支出，规范经费预算的管理办

法，加强专项经费的审核，完善项目资金管理，部门预算改

革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二）积极实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2003 年，在有

关部门的配合下，省财政厅组织实施了《贵州省财政国库管

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完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相关配

套措施，稳步做好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转轨工

作，选择了省审计厅、省旅游局等六个省直部门进行国库管

理制度改革试点；对各地、县由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

付制度过渡以及全面实施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进行了指导和规

范。
（三）大力推行政府采购制度。2003 年，省财政厅以贯

彻实施《政府采购法》为契机，以整章建制为基础，以扩大

采购范围和规模为目标，在全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取得明

显成效。全年共组织政府采购活动2 305次，完成采购预算

12.7亿元，比上年增加7.2亿元，增长127.9% ；采购资金

12亿元，节约资金1.54亿元，资金节约率达12.1% 。

（四）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按照中央和省的统

一部署，省财政厅坚持以“稳负担、防反弹、保运转”为目

标，进一步完善税改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推进和深化全省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2003 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召开

全省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和深化全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与此同

时，对个别地方少数农户增负、如何直接补贴到农民、退耕

还林还草及重点工程占地与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取消除烤烟

外农业特产税对各地的影响及对策等四个课题组织专题调

研，加强对涉农收费的清理和监督管理，全面实行涉农税

收、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完善群众信访督查反馈制度，进一

步规范全省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征收工作。

五、强化财政监督管理，不断提高理财水平

（一）积极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增强县级财力，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按照《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完善省以

下财政管理体制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的有关精神，省政府

批转了省财政厅制定的《关于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的意

见》，进一步理顺省以下财政分配关系，逐步缩小地区间财

力差距，增强县级财力，充分调动各级财政增收节支的积极

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

进步。

（二）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针对2003 年以后几年将是贵

州内外债还款的高峰期，每年内外债偿债本息将在5亿元以

上的严峻形势，2003 年，省财政为减缓偿债压力，一方面

积极向财政部反映困难，争取部分豁免政策；同时，制定省

级偿债准备金管理办法，下发各级各部门执行，要求各地县

积极构建偿债机制，建立偿债准备金。另一方面强化各级各

部门的偿债意识，严格按有关协议对到期政府债务予以扣

收。
（三）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没收入的监督检查和专

项整治。2003 年，各级财政部门按照中央和省清理整顿市

场经济秩序的总体要求，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对全

省500余项行政事业性收费、20 余项政府性基金和400 余

项行政罚款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涉农收费、教育收费、

行政审批取消事项及机动车辆、公路建设等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进行了专项整治，依照有关规定取消了28项收费项目。

（四）加强会计管理，深入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

2003 年，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以诚信教育为重点，积极推进

《企业会计制度》及其相关准则的实施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

制度的完善，认真做好各项新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的贯彻实

施工作。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按

照财政部的总体部署，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开展了以行政事业

单位为重点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共检查了258 家行政事业

单位、社会中介机构和企业，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有的

责令规范和整改，有的提请有关部门处理，有的依法严处。

（贵州省财政厅供稿，罗兴发执笔）

云 南 省

2003 年，云南省实现生产总值2 458.8亿元，比上年增

长8.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98.95 亿元，增长5% ；

第二产业增加值1 067.76亿元，增长10.4% ；第三产业增加

值892.09 亿元，增长 8.6%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 023.6亿元，比上年增长23.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

成782.46亿元，比上年增长10% 。居民消费品价格水平比

上年上涨1.2% ，商品零售价格水平下降 0.1% 。全年外贸

进出口总额 26.6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8% ，进出口额

净增 4.42 亿美元。其中出口 16.77 亿美元，增长 17.3% ；

进口9.91亿美元，增长24.3% ；边境贸易进出口 4.2 亿美

元，增长14.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 643.57元，比

上年增长 4.2% ，农民人均纯收入1 697.12元，实际增长

5%。

2003年，全省经济巩固了恢复性增长成果，财政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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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完成 51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 。其中：上划中央

“两税”（增值税、消费税）完成 281.1 亿元，比上年增收

7.7亿元，增长8.4% （增值税75% 部分117.3 亿元，增长

13.6% ；消费税 163.8 亿元，增长 5.0% ）；企业所得税

（地方 40% 部份）21.4 亿元，下降 61.6% ；个人所得税完

成8.3 亿元，下降 11.2% 。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228.9亿元，比上年增收 22.2 亿元，增长10.8% 。全省地

方一般预算支出完成 587.3 亿元，比上年增加支出 60.4 亿

元，增长 11.5% 。按现行财政体制结算，收支相抵，年终

滚存结余32.3亿元（其中省本级 10.6 亿元），实现收支平

衡，略有结余。扣除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专款20.3亿元后，

净结余11.9亿元（其中省本级845万元）。

一、围绕经济发展，努力发挥调控职能

（一）积极筹措资金，保持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一方面拓宽工作思路，积极筹措建设资金。一是支持市场化

取向的投融资体制改革，采取市场化、公司化、产权明晰

化、“政府——银行信用合作协议”等规范化运作方式融资

筹措建设资金23.6 亿元；二是盘活存量、收回到期借款等

筹措3亿元；三是争取到中央国债资金33.86亿元。通过努

力，全省财政共筹集建设资金 94.2 亿元，其中预算内安排

的基本建设资金达70.6 亿元。另一方面加大财政贴息资金

的引导作用，通过财政贴息，引导社会资金投资积极性。其

中省级财政安排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贴息资金5亿元，用于支

持公路建设、农村及县域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城建及水利

项目共259项，带动社会投资200亿元。为拉动当年经济增

长和长远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一是大力推进行

业整合工作。2003 年配合有关部门全面推进锡、盐化工、

磷化工及化肥行业的整合；启动实施有色冶金、机械、煤

炭、农垦等行业的改革与整合方案；云维集团公司、盐化股

份公司以及化工行业整合资产划转工作相继完成。二是推进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当年省政府批准的 20 户企业，除 4 户

因改革整合等原因丧失主体资格外，其余 16 户有关手续已

办完。三是建章立制，为企业改革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拟定了《云南省国有资本金收益收缴管理办法》，修改完善

了《云南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施年薪制意见（试行）》，

草拟并上报了《云南省省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经营者

奖惩暂行办法》等政策，规范了国有企业管理和企业家队伍

建设。四是做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和分离

企业办社会等工作。省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1 542万元对接

收省属企业分离医院、学校较多的个旧市、曲靖市给予帮

助。五是争取国家支持，积极推进企业政策性破产。2003

年共争取到中央财政补助18.15亿元，对纳入国家关闭破产

计划的49户企业启动了破产程序。六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全省财政安排企业挖潜改造资金 17.6

亿元，其中省级财政安排企业技术改造贴息资金 2.8 亿元，

吸引银行贷款46亿多元；安排专项资金5 029万元并争取到

中央补助5 734万元支持外经贸企业发展；经向中央申请解

决了11户企业以税还贷资金3 064万元；通过债务豁免、转

增国家资本金等减少企业债务负担5 704万元；拨付下岗职

工基本生活费财政兜底资金、困难职工生活补助和企业离休

干部住房补贴2 110万元。通过政策和资金手段，支持国有

企业改制、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调整，帮助企业提升竞争力

和提高经济效益。

（三）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在落实

省对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税费优惠扶持政策的同时，

2003 年省级财政增加了 1 亿元中小企业、非公经济发展专

项资金，并围绕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健全融资担保体系。截至 2003 年底，全省共批准设立各类

担保机构80个，为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提供融资担保总额

67亿元。

（四）积极扶持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服务业发展。安排经

费1 436万元，支持企业开展境外旅游宣传促销；落实国家

应对“非典”政策措施，对受影响较大的旅游、交通、餐饮

服务等行业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 1.73 亿元，减免各项税收

1.16亿元，退还226家旅行社质量保证金2 968万元，省财

政安排短期贷款贴息资金 150 万元等，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
（五）多方筹集资金，加大农业投入。农业支出继续按

法定增长要求进行安排，全省财政支农支出预算 65.47 亿

元，增长8.36% ；争取到中央专项资金13亿元；清理收回

周转金及借款3 560万元，继续投入农业；拨付农业项目贷

款贴息资金1 549万元，拉动银行贷款 4.9 亿元。重点支持

山区五小水利工程、人畜饮水、天然林保护、扶贫开发、农

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等。安排农村能源建设补助 1.28

亿元，建成沼气池 21.95 万口，节柴改灶 5.5 万户；投资

2.7亿元，解决107 万人饮水困难；投入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3.1亿元，实施中低产田改造79.37万亩；投入水利建

设资金 1.44 亿元，新增节水灌溉 40 万亩，新建山区“五

小”水利工程10万余件和加固一批病险水库、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2 439平方公里；投入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 3.89 亿

元，使保护区内 1.8亿亩森林得到有效保护；投入退耕还林

现金补助和粮食调运费2.15 亿元，完成 520万亩退耕计划

并巩固了以前年度退耕还林成果。

（六）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当年新增享

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企业257 户，此项政策全省全年

共减免企业所得税10 亿元，比上年增加3 亿元；执行国家

关于下岗职工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同时提高个体工商户增

值税、营业税起征点。执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及

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全年共减免各项税收3.5亿元；落实出口退税政策，共办理

出口免抵退税 14.28 亿元；办理花卉种苗进口免税指标

1 252万美元，29户企业享受到免交进口增值税1 345万元人

民币政策的优惠。

二、围绕增收目标，加强收入征管

（一）采取措施，促进增收。继续对税务征收部门和地

方政府实行税收考核目标责任制，层层落实收入责任；继续

与烟草等重点行业签订税利目标考核责任书；完善了《财政

收入上台阶考核奖励办法》，进一步调动各地增加财政收入

的积极性。2003 年全省 16 个地州市和省级全面实现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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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个地方增幅达2 位数。烟草系统实现税利381 亿元，为

历史最好。冶金、化工等产业增长势头也较好，为财政增收

做出了贡献。

（二）加强征管，大力组织税收入库。各级税务机关依

法治税，按照坚决不收过头税，制止越权减免税的要求，切

实加强征管，同时认真落实国家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圆满完

成全年收入任务。国税部门共组织收入363.94 亿元，比上

年增收28.57亿元，增长8.52% 。其中，增值税159.5 亿，

增长 13.4% ；消费税 163.8 亿元，增长 5% ；企业所得税

34.5亿，增长10.8% 。地税部门共组织地方税收156.57 亿

元，比上年增收14.16亿元，增长9.9% 。其中，地方工商

税收 125.5 亿元，增长7.8% ；农业税收 31.1 亿元，增长

19.8%。
1.税务工作重心进一步向征管转移、向基层转移。国

税系统在全省推行了增值税申报纳税“一窗式”管理；加强

了农副产品收购发票、废旧物资收购发票、海关代征增值税

专用缴款书等增值税抵扣凭证管理；进一步规范对货物运输

增值税抵扣、企业所得税减免及税前扣除。地税系统强化了

个人所得税、铁矿石资源税、货物运输营业税等税种管理；

全省95% 的企业和90% 的个体工商户已实行纳税申报，初

步建立起省、地、县三级重点税源监管网络，年纳税额在

100万、50万、10 万元以上的企业分别纳入各级监管；实

行有奖定额发票成效显著，2003 年 1 月 1 日首先在昆明市

四城区使用，6 月 1 日扩大到地州市政府所在城市，9 月 1

日在全省推行，至年底共发售发票面额 35.5 亿元，组织收

入2.3亿元，兑付资金和手续费841万元，在受“非典”冲

击情况下，餐饮业税收增长20.9% 。

2.继续大力整顿税收秩序，加强税务稽查。对伪造、

倒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偷税行为进行严厉打

击，开展了第二阶段集贸市场、加油站税收专项治理，对个

人所得税、建筑安装企业、旅行社等进行专项检查。2003

年，国税系统共检查纳税人45 301户，查补税款1.34 亿元，

移送公安机关查处涉税案 56 件；地税系统破获嵩明县

“5.9”特大假发票案，8名涉案人员被依法判刑。

3.稳步推进税务征管信息化建设。国税系统完成金税

二期工程扩容改造和系统完善，防伪税控开票系统推行顺

利，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全部纳入防伪税控系统；推广运用了

出口货物二期网络 3.0 版退税申报软件和审核系统；在昆

明、大理、楚雄市进行了储蓄扣税、网点报税等多种电子申

报试点，完成了延期缓缴税款审批管理软件的开发等一批项

目。地税系统近50% 的征收单位，完成了地税综合管理信

息系统的推广、验收工作，实现了征管业务由手工向计算机

管理的平稳过渡；开发并在 7 个地区运用了“农税管理系

统”软件，在全国率先实现农税征收、征解会统和报表间的

无缝连接。

（三）规范非税收入管理，拓宽增收渠道。继续加强

“收缴分离”和财政专户管理，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

全面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摸清了家底；组织开发了

“云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收录了国家和

省有关收费管理文件1 000余件，并于4月 1 日上网向社会

公开，接受监督。2003 年全省纳入预算内管理的行政性收

费收入完成12.4亿元，比上年增长75.1% 。地税部门“五

险统征”（养老、失业、生育、工伤、医疗保险）于7 月 1

日在昆明、玉溪两市启动试点，前期准备工作充分和“社会

保障综合征收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科学，试点运行平稳、成

效显著。全年共组织各项社会保险费收入60.9 亿元，比上

年增收12.5亿元，增长25.8% 。积极探索扩大彩票销售的

方法，使彩票销售量在上年高基数情况下，仍取得较好业

绩。全年销售彩票9.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9.3% ，其中体

育彩票7.1亿元，福利彩票2.75亿元，筹集公益金3.45亿

元。上缴财政的国有土地收益 8.25 亿元，增长 52.2% 。国

有资产经营收益增收1.1亿元，增长1.6倍。

三、围绕支出重点，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一）重点保障工资发放和机构正常运转。云南省各级

财政在预算安排和执行中，认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采取“禁车年”、严格控制会议和出国等有力措施，大

力节俭支出，努力为基层、为民众办好事、办实事。省级财

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地县财政的转移支付，全年仅

工资性、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农村税费改革及一般性转

移支付数额就达到61.8亿元，比上年增长24.2% ，有效缓

解了县级财政困难，拖欠工资问题基本解决；各级财政筹集

安排资金 7.8 亿元，保证了省委、省政府制定的“边疆津

贴”政策及时兑现；及时调度资金 4.2 亿元，确保了2003

年底前落实兑现国家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政策。

（二）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全省财政筹集安排

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42.6 亿元，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支出 4.9

亿元。“两个确保”、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国有企业下岗

职工基本生活补助做到按时足额发放，实现了全省 62.7 万

低保对象的应保尽保。省级和8个地州市级财政筹集落实了

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担保基金1.2 亿元，促进下岗职工再

就业。省财政安排1 556万元，保证了企业及自收自支事业

单位离休干部的离休费、医疗费等政策落实。省级财政核拨

1.13亿元，为6 285名离退休职工解决了住房补贴。

（三）增加教育科技投入。全省财政安排教育事业费

93.1亿元，比上年增加8.2% ，重点支持了“两基”（基本

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中小学危房改

造、边疆民族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改善了基础教育办学条

件。其中，筹措资金 5 亿元，完成了 80 万平方米中小学危

房改造；省财政下达专项资金5 167万元，将教育“三免费”

范围扩大到全省25个边境县的112个乡镇以及人口在10 万

人以下的7 个少数民族地区及藏族地区。配合农村义务教育

体制调整及农村税费改革，加大对乡村教师工资上收县管的

督办力度，到2003 年底全省已有110个县实现了上收县管；

制定实施了《云南省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的核定及实施意

见》，分县分档核定了全省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基本标准；

制定了教育收费“一费制”试行办法，并在部分县市开展了

试点。将高等院校生均定额预算标准压缩10% ，调出6 201

万元用于支持高校实验室建设；在高校教学设施和数字化网

络建设项目上首次采取财政贴息方式给予支持。科学技术支

出8.8亿元，其中省财政安排科技三项经费2.1亿元，省院

省校合作经费4 000万元。重点支持科技攻关、高新技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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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应用基础研究、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科研基础平台建

设。以提升重点实验室研发能力为重点，结合经济发展需

求，支持云南植物病理、云南工业微生物发酵、云南农业生

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和昆明理工大学真空冶金研究所设施建设

及研究实验能力提升。

（四）支持卫生和计划生育。全省财政安排医疗卫生支

出32.6亿元，重点支持农村卫生、医疗改革和农村新型合

作医疗试点，促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2003 年，各级财政

共筹集补助资金1.2 亿元，在全省 20 个县开展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试点，并将合作医疗管理机构经费纳入预算给予保

证，有力地推动了试点工作。省财政安排基层卫生院建设资

金6 610万元，完成了 352 个乡镇卫生院和500个边疆民族

村卫生室的建设改造。各级财政还安排“非典”防治经费

2.3亿元，收到捐赠和其他社会资金 2.05 亿元，保证了疫

情防治。根据省政府《云南省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暂行规

定》，省财政安排1 979万元补助资金，支持 41 个县试行农

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促进计划生育国策在农村进一步落

实。

（五）继续加大扶贫投入力度。投入资金 1 亿元，支持

500个安居温饱村建设。投资 3.58亿元，使10万贫困农户

告别茅草房迁入新居。投资5.55亿元，使10万丧失生存条

件的贫困人口实现异地搬迁安置，全年有 40 万人脱贫，50

万人巩固温饱成果。

（六）保证维护社会稳定所需投入。全省财政安排公检

法司支出38.7亿元，继续改善政法部门的技术准备和办案

条件。其中，禁毒经费5 340万元，共破获各类毒品案件

14 22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 431名，缴获毒品9 470千克

（海洛因7 881千克），继续保持对毒品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

省财政筹措安排救灾资金 4.2 亿元，农业税灾歉减免资金

4 400万元，帮助大姚、鲁甸、红河、楚雄等地震、洪涝灾

区的救灾应急和恢复重建，维护了社会稳定。

四、围绕公共财政建设，积极推进财政改革

（一）在全省范围全面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经过历

时三年的准备并在总结三个试点县经验基础上，2003 年 7

月份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全省共抽调43 633名工作

人员参与税改办工作，派出173 260名工作队员进村入户宣

传落实税改政策。按照省对各地批复的方案测算，改革后全

省平均农业税率为6.17 % ，平均计税价格0.97/千克，计税

土地面积3 545万亩，核定农业税及附加 6.8 亿元。改革后

农民税费负担减少 11.38 亿元，减负率为 63.8% 。省下达

农村税费改革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13 亿元，各级财政安

排税改工作经费 1.12 亿元，改革进展平稳。既减轻了农民

负担，又保证了乡镇机构、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以及农村义

务教育经费的正常需要。

（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新进展。进一步细化了部

门预算项目，拟定了部门预算编制程序，初步建立了省级预

算单位《基础资料信息库》。实施了部门预算编制奖励政策，

对三年来部门预算编制工作较好的 22 个单位进行了表彰奖

励。在核实单位性质、供给范围和资金供给渠道基础上，拟

定《省级基本支出管理办法》和《省级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核

定办法》，合理确定公用经费支出标准。实现了预算指标、

部门预算与国库集中支付数据、软件间的对接和升级，部门

预算编制质量又有提高。强化预算约束，增加预算透明度和

公开性，规范预算追加申报、审批程序，预算执行中临时性

追加事项较2002年减少5亿元。改进财政补助资金的分配，

引入效益评价和激励因素，省对下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更

加科学和规范。

（三）国库改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全省全年纳入国库

集中支付的资金 140 亿元。1.97 万个预算单位、79.4 万职

工工资由国库直接划拨到个人账户，全年直接支付工资额

125亿元，占应支付工资总额的 65% 。2003 年省级通过财

政统发工资后，剔除编制空额共节约支出714万元。在财政

统发工资的基础上，国库集中收付试点范围扩大，年内省本

级和楚雄州、思茅市的 26个部门及 187 个下属单位已启动

了改革试点，实现了预算单位所有资金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

系拨付和核算，各项财政性收入直接缴入国库和财政专户。

试行了政府采购资金由国库直接支付，全年全省国库直接支

付给供应商政府采购资金 4.3 亿元。其中省本级审拨 745

起，纠正采购中超预算、超范围和随意变更项目 35 起，国

库直接支付2.5 亿元。玉溪、曲靖、临沧 3 个地市以及南

华、元阳等19个县，已做好了改革试点的各项前期准备工

作。
（四）政府采购工作在不断规范中健康发展。为贯彻落

实《政府采购法》，省财政厅于2003 年 3月设立政府采购管

理处，完成了省级政府采购管理机构与集中采购机构分设工

作，至年底6个地州市完成了机构分设，“管采分离”制度

初步形成，强化了事前有计划、事中有监督、事后有检查的

监督制约机制。制定了《云南省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和执行办

法（试行）》、《关于对政府采购招投标进行公证有关问题的

通知》等一批管理措施办法，政府采购资金国库直接支付工

作开始起步，政府采购行为进一步规范。全年政府采购规模

26.17亿元，比上年增长 44.8% ，节约资金 2.13 亿元，平

均节约率 7.51% 。其中省本级采购规模 10.94 亿元，节约

资金9 800万元。采购范围从以办公设备为主的货物类逐步

向服务、工程领域扩展，共50多个品种。

（五）积极开展加快财政改革的调查研究工作。2003

年，云南省各级财政部门开展了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调整

开发区财税优惠政策、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财源建设、整合

财政支农资金、加强土地收益管理、改革事业单位经费供给

办法、房地产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费等财税政策的调查研究工

作，为深化财政改革做好前期准备。

五、围绕依法理财，加强财政监管

（一）认真执行《预算法》和《云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

例》，坚持先预算，后支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打足年

初预算，尽量控制预算追加事项，增强预算透明度和约束

力。实行项目与资金结合的管理办法，依法加强对部门预算

执行的监督力度。

（二）以整顿和规范会计工作，加强会计诚信建设和注

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为重点，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宣传贯彻

《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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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注册会计师协会划转财政厅的工作按期完成。并进一步加

强了《会计法》、会计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和会计信息质

量检查以及会计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和后续教育工作。

（三）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省级批准的共 260

项，其中公布取消不合法项目 94 项，继续保留 166 项。开

展了第二轮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工作，对省财政厅审批的 32

项事项，研究上报了处理意见，拟取消6项，改变管理方式

7项，保留 19 项。收费票据管理不断完善，有力配合了

“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的落实。

（云南省财政厅供稿，黄钦明执笔）

西藏自 治区

2003 年，西藏自治区实现生产总值 184.59 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2.1%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0.97亿元，增长3.0% ；第二产业增加值48.11 亿元，增

长29.4% ；第三产业增加值 95.51 亿元，增长 8.9% 。第

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自治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22.2% 、26.1% 、51.7% ，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首次超过第一

产业，经济结构由2002 年的“三、一、二”型调整为“三、

二、一”型，结构调整取得了新突破。人均生产总值达

6 874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38.6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2% ，连续 6 年保持了 17% 以上的高速增长。其中民间

投资比上年增长1.1倍，达11.29亿元。全年进出口总额达

1.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3.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到58.30亿元，比上年增长 9.2%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

99.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0.9，是 1998 年以来上涨幅

度最大的一年。

在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同时，西藏地方财政预算得

到了较好执行。全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8.15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9.52% 。全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完成 145.90

亿元，比上年增长5.85% 。按现行财政体制结算，收支相抵，

收入大于支出7 101万元（其中自治区收大于支3 098万元，地

市级收大于支4 003万元），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全区

滚存赤字额从2002 年的 3.63 亿元下降到2.92 亿元。

一、财政运行平稳，地方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

快增长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和中央财政对西藏的支

持力度不断加大，地方财政运行平稳，财政收入继续保持了

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幅的良好态势。全区各级财税部门认真

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

缴欠税”的十六字方针，切实加强税收征管，实现了税收收

入的持续稳步增长。2003 年，全区税收收入达到 6.54 亿

元，比上年增长12.46% ，高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幅度。

与此同时，加快推进“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切实加强非

税收入征缴管理，全年非税收入达到 2.53 亿元，比上年增

加1 834万元，增长7.28% 。

二、财政实力不断壮大，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

随着西藏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地方财政收入逐年增

加。2003 年，全区地方财政收入突破 8 亿元，加上中央对

西藏的税收返还，财政收入总规模已达11.89亿元；县级财

政收入低于100万元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地方财政收入的

持续增加，加上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有效地增强

了地方财政实力，也增强了财政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2003 年，面对预防“非典”的特殊形势，自治区财政厅适

时出台了调控经济运行的八项财政政策，落实了相应的税费

减免措施，安排落实专项预防支出1.21亿元。为扩大投资、

实现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加大了资金筹措、调度和管理力

度，2003 年地方财政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达到 4.59 亿元，

比上年增长3% ，资金到位率明显好于往年；加快了住房补

贴资金兑现步伐，截至2003 年底全区已累计兑现住房补贴

资金15.38亿元；为扩大出口，加大了对外贸企业的政策扶

持，利用西部地区外经贸促进发展资金和中小企业国际市场

开拓资金，安排落实2 184万元用于出口基地和边贸市场建

设；利用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外贸企业扩大出口，全年出口

退税总额达到3 999万元，比上年增长 1.8 倍。为支持国有

企业深化改革和加快技术改造，扶持支柱产业、特色经济和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投入财政扶持资金 1.26 亿元；开展了

建材招标采购试点，为盘活市场资源积累了经验；安排资金

9 000万元，支持地市推行城镇国有土地一级市场储备和二

级市场拍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经济增长和财政

增收。

三、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加大，重点支出得

到了有效保障

一是及时落实干部职工调资政策，提高了农牧区半脱产

人员、乡镇聘用干部和离退休干部职工、企业离退休人员的

工资福利待遇。2003 年财政用于调整干部职工工资的支出

达到8 992万元，用于落实基层干部和离退休干部职工工资

及企业离退休人员福利待遇政策的支出 953 万元。二是对农

牧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全年财政支农支出总额达到 9.18 亿

元，占财政总支出的6.29% ；共投入扶贫开发资金2.81 亿

元、农业综合开发资金1.17亿元、人畜饮水工程资金 1.24

亿元、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3 443万元。同时采取整合资金、

调整投向等措施，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和乡镇企业发展，安排

启动资金1 000万元，用于农业特色产业项目建设。按照西

藏自治区党委确定的为农牧民办十二件实事的要求，落实了

办实事的资金和各项政策措施，改善了农牧区生产、生活条

件。三是为促进社会公共事业发展，进一步加大了对教育、

科技、卫生、文化、广播影视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投入。

针对预防“非典”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加大了疫病防治

体系、公共卫生应急预警体系建设的力度；基础教育、实用

科技推广应用、城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广播影视“村村

通”工程等取得新进展，财政用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支出达到22.19 亿元，比上增加1.82 亿

元，增长8.93% ，占财政总支出的15.21 % 。同时配合中央

国债投向调整，安排资金9 398.2万元开展前期工作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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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息。四是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研究制定了一系列

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完善了西藏社

会保障的相关政策。针对医改试点中存在的问题，对统筹基

金起付标准、报销比例和诊疗目录等进行了调整，完善了农

牧区医疗制度。调整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落实

低保资金4 289.4万元；安排落实就业再就业资金4 300万

元；安排落实特大自然灾害补助救济资金4 000万元；安排

落实牲畜“W 病”防治资金1 190万元。全年社会保障支出

达到3.64亿元，同比增加3 600万元，增长11.16% 。

四、财政改革逐步深化，财政管理进一步加强

2003 年，西藏农牧区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区全面推

开，中央财政补助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1.21 亿元，按试点

进程落实到位。通过税费改革，农牧区公共保障能力进一步

增强，农牧民负担进一步减轻。税费改革后，全区农牧民人

均减负56.06 元，减负率达52%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已在

各类财政资金的收付环节全面推行；全区部门预算试点单位

达到29个，比上年增加14个；工资集中支付已基本覆盖到

自治区、地市和县的行政机关、全额事业单位；政府采购规

模突破1.7 亿元，比上年增加2 410万元；会计委派和集中

核算工作已在全区 21 个县级单位推广；对行政性收费项目

进行了清理，“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全面实施，预算外资

金归集率已达 99% 。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自治区财政厅

修改完善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开支规定、自治

区本级接待费管理办法等，提高了差旅费标准，改革了休假

制度，制定、修订和完善了一系列强化财政资金分配、使用

监督、追踪问效的规章制度和财政财务管理制度，对规范财

经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控制一般性支出增长起到

了积极作用。基建项目财政投资评审工作全面展开，2003

年共评审基建项目30个，审减资金2 192.2万元，查补基建

资金利息收入2 138.81万元。财政监督检查力度逐步加大，

日常监督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机制更加健全。“金财工

程”逐步推进，财政管理的手段创新进展较快。

五、财力向基层倾斜的力度加大，基层财政困

难状况有所改善

西藏自治区政府坚持财力向基层倾斜、向农牧区倾斜的

原则，帮助地县财政解决新增支出困难，取得了明显成效。

2003 年，自治区财政对中央新增补助和自治区新增财力大

部分安排到农牧区，同时加大对地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当年自治区对地县的财政转移支付总额达到 5.01 亿元，比

上年增长28.1% ；截至2003 年底，自治区财政累计安排基

层政权建设配套资金7 680万元，主要用于 301 个乡镇的办

公设备、交通工具购置。2003 年自治区财政安排落实政法

部门专项资金1.19亿元，其中大部分用于改善基层政法部

门办公及生活条件。将县乡医疗机构由差额预算单位改为全

额预算单位，其增支部分全部由自治区承担，减轻了基层财

政负担。按当年财政支出总额计算，实际用于地县的支出占

总支出的75% 。截至2003 年底，全区财政赤字县由上年的

12 个减少到7 个，地县财政结余与赤字相抵后净结余达到

1.08亿元。

六、财政干部工作作风进一步转变，队伍建设

得到加强

为适应新形势对财政工作的需要，着眼于解决当前财政

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自治区财政厅进一步加大调查研

究力度，调研质量明显提高，财政在调控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为推进依法行政和民主理财，提高

财政工作透明度，向社会公布了财政工作八项公开承诺，完

善了内部监督约束机制，财政干部的责任意识、法制意识、

廉政意识、自律意识、勤政意识和敬业精神进一步增强。教

育、培训工作力度不断加大，财政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有新

的改善。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陈凡彦执笔）

陕 西 省

2003年，陕西省生产总值完成2 398.58亿元，比上年增

长10.9%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20.02 亿元，增长

5.1% ；第二产业增加值1 133.56亿元，增长14.8% ；第三

产业增加值 944.99 亿元，增长 8.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6 480元，增长 10.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 249.67

亿元，增长28.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1.7% 。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853.2 亿元，增长17.2% ，商品零售价格指

数增长0.5% 。进出口总额27.84亿美元，增长25.2% ，其

中：出口总额17.35亿美元，增长26.1% ，进口总额10.49

亿美元，增长 23.6% 。外商直接投资 4.66 亿美元，增长

13.5 %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6 806元，增长

6.7 %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 676元，增长2.2% 。

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基本良好。

2003 年，陕西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177.33 亿元，完成

预算的113.63% ，增长22.02% 。一般预算收入加上划中央

“四税”（消费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149.61亿元，共计 326.94 亿元，增长 19.8% 。财政支出

418.2亿元，增长12.63% 。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全省改革

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一、认真做好组织收入工作

2003 年，陕西省财政工作面临着诸多变数，上半年的

“非典”，下半年的洪灾，加之本来已经存在的诸多减收因

素，给组织收入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面对困难，陕西全省

财政税务干部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坚持依法征

税，狠抓重点税收、重点税源，狠抓催收清欠，深挖各种增

收潜力。陕西省地方税务局与省工商局出台了《工商登记信

息与税务登记信息交换与共享管理办法》，陕西省地方税务

局与省国家税务局出台了《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实施暂行

办法》，提高了税收征管质量。深入开展整顿和规范地方税

收秩序工作，2003 年陕西省共查办各类涉税违法案件4 977

件，采取税收强制措施75 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15 件，累

计查补入库各项税收 4.55亿元，依法加收滞纳金 49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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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1 796万元。“非典”疫情和洪涝灾害发生后，陕西省财

政厅立即部署，5月份向全省财政系统发出了《关于大力开

展增收节支活动的决定》，6 月份报请陕西省委办公厅、陕

西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增收节支活动的通

知》，7月份组织召开了全省增收节支暨税收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8月召开了市区财政局长座谈会，10月份发出《关于

奋战一百天大力支持抗洪救灾工作  确保完成全年各项财政

工作任务的通知》，并狠抓落实。由于措施得力，全省把抓

收入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始终，收效明显，全省地方财政一般

预算收入增幅比年初省委、省政府确定的 12% 的增长目标

高出10.02个百分点，创造了1998 年以来收入增长的最高

增幅。

认真抓好非税收入任务的完成。陕西省财政厅会同有关

部门，通过在新闻媒体公开有关政策、公开曝光欠缴企业名

单等多种举措，加大征管工作力度，全年征缴入库养老保险

基金50.1亿，完成追加后任务的100 .2% 。水利建设基金

是非税收入的又一重头，2003 年，陕西省财政厅加强督促

检查，超额完成了全年任务，达到 2.96 亿元，完成任务的

164.5% 。切实抓好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征缴，针对个别部门

收费统管比较薄弱的现状，深入实际，摸清实情，坚持按政

策办事，使这项难度较大的工作有了突破，提前 60 天完成

了全年征收任务。

加大对财政借款的催收工作。针对有些借款时间跨度

大，借款单位班子已是几经交替，财政借款无人问津，推诿

扯皮的情况，2003年，省财政厅组织人员，加大工作力度，

深入到借款单位，坚持原则，不做老好人。同时，讲求工作

艺术，并借助必要的法律手段进行催收。经过艰苦努力，全

年共收回各类省级财政借款5 039万元。同时，加大财政收

入“混库”检查力度，省财政厅组织精干队伍，经过近两个

月的艰苦努力，共查出“混库”收入1.22亿元。

二、严格控制行政事业费支出增长

2003 年，陕西省各级财政部门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

想，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继续加强机关事业单位“人、

车、会、话”支出管理，努力节约资金，全面推行“综合预

算”和“零基预算”，增强了预算约束；对公用经费，按照

定额管理办法，规范支出，确保党政部门正常运转；对车辆

管理，修改了原有的公务用车使用标准，使公务用车选择余

地增大，车辆性能价格比更趋合理，减少车辆修理费支出；

对会议费管理，坚持“总额控制，严格审批，定点开会，财

政结算”的原则，会议费列入部门预算，实行会议费超支自

行调剂、节支用于弥补单位公用经费办法，提高了部门节约

会议费的积极性，达到更加有效控制会议费的目的；对出国

人员审批，建立了与外事管理部门的联动制约机制，按照省

委、省政府“严禁未完成工资发放任务的县乡领导干部出

国”的规定，财政部门每月按时向外事管理部门提供全省工

资发放月报表，加大源头治理力度。2003 年陕西全省行政

管理费支出较上年增长 10.8% ，增幅下降 7.3 个百分点，

其中省本级行政管理费支出仅增长0.3% ，基本实现了一般

性支出零增长。

三、服务大局，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一）支持县域经济发展。陕西省财政厅及时草拟了

《关于大力培植财源增强县级财政实力的实施意见》和《陕

西省“两保两挂”和收入上台阶激励试行办法》，报经省政

府下发执行，建立了保工资、保平衡的激励机制，实行激励

补助与财政收入增幅挂钩、奖罚与财政收支平衡挂钩的办

法，对推进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2003 年县

乡两级完成一般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30.33% ，市县当年赤

字下降82.19%。

（二）支持重点建设。2003 年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千亿大关，西安绕城南段、西安至咸阳国际机场、榆林—靖

边高速公路、西安国际机场扩建工程、蒲城电厂二期、神木

瑶镇水库、关中330 千伏主网架建设等一批重点工程竣工投

运。靖边至安塞高速公路、高校“211”工程二期等20多个

项目开工建设。

（三）支持企业改革和发展。2003 年陕西省各级财政部

门加大了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资本金、技改贷款贴息、技改

研发资金等方面的投入。安排企业挖潜改造支出 9 亿多元，

支持了重点煤炭企业安全系统改造、山阳化工厂双烯改造、

西安博华制药有限公司固体制剂GM P 改造、陕西汽车制造

总厂大客车底盘改造，西仪集团有限公司引进 APT 智能变

送器等项目，推动了企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

（四）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2003 年陕西省各级财

政部门继续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以农民增

收为中心，以农业结构调整为主线，按照“稳粮、优果、兴

牧”的思路，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

的决定》，积极调整投资结构，一方面加大对广大农村地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另一方面有重点加大对果业、畜牧业

产业化和龙头企业投入，通过项目的实施，实现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和农村稳定。全年财政投入资金支持改造中低产田

87万亩，优质粮食基地建设 12 万亩，节水农业示范项目

2.6万亩，农业生态工程建设 13.65 万亩，使农村特别是贫

困县区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陕西省省本级财政建立了果

业、畜牧业、乡镇企业和龙头企业重点项目资金，重点支持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加

强。2003年全省完成造林面积1 098万亩，其中退耕还林

423 万亩，比上年增长46.6% ，落实天然林保护面积11 035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 895平方公里，为实现“山川秀

美”的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集中资金支持

扶贫和防汛、抗洪、救灾等重点工作。各级财政积极支持

1 021个扶贫村的建设工作，全省解决了 47 万贫困人口的温

饱问题，按照“1 + 5”的办法（每搬迁1 户补助5 000元现

金，每人再补助1 000元）完成移民搬迁7.5万人。

（五）支持教科文事业发展。一是努力改善农村学校基

础设施条件，落实配套资金支持二期“国家贫困县地区义务

教育工程”和“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安排资金改善农村

中小学尤其是寄宿制学校条件。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劳

务输出的有关规定，拨付资金3 400万元，用于农村职业教

育及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促进农村劳务输出。

全力以赴做好灾区中小学抗洪救灾，统筹财力调剂资金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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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中小学救灾和128 所学校恢复重建确保学生安全越冬。

二是支持教科文事业体制改革，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

完善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优化教师队

伍；投入财政资金1 000万元，积极推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

革和共建院校建设，完善高校后勤服务保障体系；安排资金

1亿多元，支持西安交大和西北农林科大建设、西安美院与

国画院共建工作。三是加大城乡公益性文化建设力度。支持

科普事业，实施“2131”工程，对 16 毫米拷贝的购买给予

补助；实施宣传文化工程，投入资金750万元，用于100 个

文化站、12个县文化宣传中心和65 个集镇文化中心的建

设，促进了基层文化建设。

（六）支持维护社会稳定。继续加大对陕西省各级政法

机关的经费补助，一手抓“科技强检、科技强警、科技办

案”，努力提高全省政法机关装备的科技含量，一手抓改变

基层政法机关装备落后面貌。积极推进陕西省政法信息综合

网一期工程建设和电生中心、文检中心、刑侦中心等三个中

心的建设；积极筹备司法信息网建设，推进市县三级政法网

络建设；通过政府统一采购为陕西省市级部门配备现场指挥

车，为市级检察院装备办案示证系统，为 157 个基层“三

无”派出所和76个基层公检法司部门配备业务用车；规划

安排建设了10个标准化的市级戒毒所和陕北、关中、陕南

三个公安刑侦检疫中心，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稳定。

（七）积极应对“非典”疫情。2003 年陕西省各级财政

部门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主动

服务，高效运转，沉着应战。为了夺取抗击“非典”斗争的

全面胜利，各级财政部门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坚

持“一个渠道一支笔，一个章法管到底”（一个渠道：只有

财政到“非典”办一个资金渠道；一支笔：所有用于抗击

“非典”的资金都要经过分管副省长审批；一个章法：抗击

“非典”的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共安排“非典”防治资金

2.7亿元，安排各类救灾资金7.7 亿元。同时，及时出台相

关政策，共减免各种税费、基金3.2亿元，落实农业税灾歉

减免指标2.43 亿元，帮助受“非典”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

和灾区渡过难关。

四、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一）加大对贫困县市的转移支付力度。2003 年，陕西

省财政增加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3.28 亿元，增加调资

补助资金3.11亿元，积极调度资金 8.5 亿元，帮助困难市

县缓解工资发放困难。同时省财政厅派出督查员，深入基

层，加强工资发放督查，陕西全省各级基本兑现了干部职工

当年工资，连续4年实现了不发生工资新欠的目标。

（二）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2003 年，陕西全省共筹

集“两个确保”、“低保”资金 84亿多元，下岗人员基本生

活得到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城市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基本做到了应保尽保。筹集再就业资金 2.79 亿

元，全省13.77 万人次享受到再就业补贴政策。为解决农民

看病难问题，陕西省级财政拨付市县疾病防控中心建设资金

9 450万元，拨付乡镇卫生院建设资金2 505万元，全省公共

卫生防控体系初步形成。落实资金3 640万元，为52.7 万名

农村贫困学生免费发放了教科书，保证了贫困学生正常上

学。

五、财政改革和体制创新稳步推进

（一）进一步完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了保工

资、保平衡的激励机制，实行了激励补助与财政收入增幅挂

钩、奖罚与财政收支平衡挂钩的办法，调动市县发展经济、

增收节支积极性。

（二）扎实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全省范围内取消了蔬

菜、食用菌、水产品农业特产税，改征农业税；在 40 个县

进行了取消农业特产税改征农业税试点，再次减轻农民负担

6 000多万元。

（三）积极推进部门预算改革。按照“两上两下”的原

则，规范预算编制程序和方法，加强与省级部门和单位协

调，基本做到了早编、细编预算，使部门预算逐步做到了完

整、公开、透明，编制范围也由14个扩大为184个。

（四）认真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采取多种方式，加

强培训与指导，主动上门服务，省级试点范围扩大到 22 个

部门和125 个基层单位，政府采购资金全面实行了国库集中

支付。

（五）稳步推进农村会计委派工作。通过深入调研，典

型引路，检查督促，积极构建农村财会管理新体制，全省

75 % 的乡镇成立了“农村财务服务中心”，实行了“村账乡

（镇）代管”。

（六）积极开展政府采购工作。通过努力完善工作制度，

规范采购程序，强化政府采购预算，细化政府采购计划编

制，扩大定点采购范围，并对一些零星办公设备采购实行网

上竞价，减少人为因素影响，减少工作程序，缩短采购周

期，避免了采购单位、采购人员以及供应商三方的直接接

触，提高了工作效率，全省完成采购金额12.23 亿元，节支

率9.8% 。

（七）加强“收支两条线管理”。按照国务院要求，将省

级28个部门的1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纳入了预算管理，

增强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积极开展省级单位银行

账户清理工作，对42 个单位183 个银行账户进行了专项检

查，对查出问题限期整改。加大工资统发工作力度，提高工

作效率，确保了省级 11.1 万人工资按月按时足额发放。同

时，按规定扣回多发工资性补贴 112.03 万元，减少了财政

资金损失。

（八）加强住房医疗养老资金日常管理。顺利完成了省

级单位以前年度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结息工作，为“广厦

工程”（省级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经济适用房工程）筹集资金

4 000万元。同时，对以前年度养老金缴交情况进行了全面

清理，共为省直392 个单位的离退休人员支取养老金1 300

多万元。

（九）积极参与国有资产和壮大财政实力调研，拟订了

《省级国有企业效绩评价实施办法》和《省级国有资本保值

增值考核办法》，并顺利完成了 408 户省级企业的效绩评价

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考核确认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草拟了《关于加快我省产权交易市场的意见》和《陕西省国

有资产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为建立统一、规范的产权

交易市场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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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积极推动“金财工程”建设，为陕西省财政改革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六、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加强财政监督

检查

2003 年，陕西省财政厅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加大

法律培训力度，规范财政行政执法行为，使财政部门行政执

法、行政复议、行政处罚、产权纠纷调处等工作日益走上规

范化轨道。开展了中小学危房改造、基本建设投资经营性投

资、技术改造、天然林保护等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检查，并对

委托参加检查的会计师事务所采取了抽签随机确认的办法，

提高了透明度。同时，深入开展了《会计法》执行情况和会

计信息质量检查，共查出各类违法违纪和有问题资金 3.72

亿元，对有关违纪问题进行了纠正和处理。加强涉农收费项

目治理，共清理了14个部门 35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

基金项目，取消了农业机械化发展、护林防火等4个收费项

目。制定了《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

加强从业人员诚信教育，行业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加强投

资评审规范管理，制定了《陕西省投资评审暂行规定》，全

年共审核省本级工程项目18个，核减资金1.67亿元。强化

对国债资金和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概、预、决算的监督管理，

对28个项目进行了稽查，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纠正和处理。

七、加强财政机关人才建设、作风建设和廉政

建设

（一）抓好人才建设，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良性机制。

制定和实行厅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办

法，逐步形成人才成长和评价机制。注重推荐干部下派锻

炼，增强实践才干。狠抓干部培训教育，先后举办了 22 期

培训班，提高干部的业务技能和工作水平。

（二）抓好作风建设，树立服务意识，提高工作质量和

办事效率。一是将工作目标细化，明确了完成每项工作任务

的责任人和完成时限。二是建立了定期汇报、督促检查、考

评奖惩等工作制度。三是成立了督查督办办公室，坚持每季

度对各处室、单位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检查，同时，组织对财

政厅服务态度、工作效率等方面的意见征询，诚恳接受评议

和监督。

（三）抓好廉政建设，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防线。

通过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制定廉洁从政规定和内部审

计制度等措施，保证财政干部廉洁自律，执政为民。

（陕西省财政厅供稿，周彬县、李宝生执笔）

甘 肃 省

2003年，甘肃省实现生产总值1 301.06亿元，比上年增

长10.1% ，是1997 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其中：第一产

业实现增加值240亿元，增长6.0%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607.62亿元，增长12.2%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453.44亿

元，增长9.4% 。全省人均生产总值4 984元，增长 8.97% 。

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655.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76% ，投资结构继续改善。全年外贸进出口总值为

13.2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51.3% 。其中：出口总值为

8.78亿美元，增长59.9% ；进口总值为4.50亿美元，增长

37.0%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74.60 亿元，比上年增

长9.5%。

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基础上，全省地方财政收

入和大口径财政收入均创1995 年以来最好水平。全省大口

径财政收入实现 177.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07 % 。上划

中央税收完成89.52亿元，其中：消费税22.05亿元，增值

税54.37亿元，企业所得税7.58亿元，个人所得税 5.52 亿

元。全省地方财政收入为 87.66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8.29% 。全省财政支出 300.01 亿元，增长 9.51% 。全面

实现了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财政工作目标，基本保证了国家

统一规定当年职工工资、中央调整工资政策、年终一次性资

金和救灾、扶贫、社会保障、国债等重点支出到位，市县消

化历年累计赤字额好于上年。

一、积极组织收入，财政收入跃上新台阶

2003 年，全省各级财税部门坚持依法治税，加强税源

管理，狠抓收入征管，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加大对利税大

户、重点企业税收征管力度，完善零散税收委托代征办法，

扩大违法票据举报奖励范围，狠抓清理欠税工作，积极开展

税务稽查和税收专项整治，努力挖掘增收潜力，消化减收因

素，保证了全省各项税收的及时足额入库。省地税系统经过

认真调查分析，反复研究，理清思路、明确目标，强化税源

基础管理工作、做好计算机网络建设和配套工作、整顿和规

范税收秩序、进一步建立健全税收征管制度和机制、强化制

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改进机关作风，坚持从依法治税、从严

治队，全面完成了地方税收任务。省国税系统坚持依法治

税，强化税收征管，认真贯彻“加强征管、应收尽收、惩治

腐败、清缴欠税”的工作方针，为纳税人创造公开、公平、

公正的税收法制环境。针对甘肃省经济总量小、发展水平低

的实际，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精心组织收入，连续三年提前

完成了税收征收任务。全省财政部门严格执行农业税收征管

规定，规范征管程序，完善纳税登记、纳税申报、纳税通知

制度，促进了农业税收征收方式由上门征收向定点常年征收

的转变；进一步加强“收支两条线”管理，认真落实中央政

策，将经贸、人事等部门和单位的 1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纳

入了预算管理，切实加强非税收入征管，基本实现了非税收

入应收尽收。

二、积极落实财政政策，促进全省经济发展

（一）抓住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有利时机，支持全省经济发展。当年利用中央国债专项资金

33.2亿元，重点支持了省农林水利、城市基础设施、生态

环境、公共卫生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利用中央补助17.92

亿元，启动了窑街煤电公司一矿、靖远宝积山煤矿、有色金

属二十一冶等企业关闭破产工作。

（二）采取有效措施，克服“非典”疫情对经济的负面

影响。适时出台落实财税优惠政策，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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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和税收2亿多元，帮助了受“非典”冲击较大的

民航、旅游、餐饮、旅店、公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克服

困难，恢复生产经营。

（三）按照省委《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

要求，积极参与支持企业改革。按期完成了 70 户省属国有

企业下放兰州、天水、白银等市州地，实行属地化管理的交

接工作，并从养老基金中调剂2.09 亿元，解决了下放企业

1999 年6月底以前拖欠养老金等遗留问题。

（四）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扩大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

国政府贷款利用规模。2003 年全省共签订畜牧综合开发、

西部基础教育、小孤山水电站等贷款项目 14 个，贷款金额

1.24亿美元，有效增加了甘肃省经济建设投入。

（五）积极开展财源建设。当年下达企业挖潜改造资金、

农业产业化财源建设资金、少数民族州县和革命老区、陇南

地区财源建设贴息资金 6.68 亿元，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确保重点支出需要

（一）省财政加大对市县的转移支付力度。当年共下达

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工资性转移支付和政策性补助 65.45

亿元，基本保证了当年国家统一规定职工工资按月足额发

放，保证了国家调整工资政策和年终一次性资金的落实。

（二）积极筹集资金，认真做好社会保障和再就业工作。

通过加强企业“两金”征收、争取中央支持和各级预算安

排，筹集资金61.73亿元，基本保证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

本生活费和离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实现了城市低

保人员的应保应保。筹集再就业资金1.39 亿元，落实下岗

人员小额担保贷款4 500万元，积极支持了再就业工作。及

时下达中央补助3 793万元，较好地解决了企业军队转业干

部生活困难问题。

（三）多渠道增加投入，支持抗击“非典”和抗灾救灾。

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通过

争取中央支持、动支预备费、调整支出结构，以及压缩差旅

费、会议费、车辆购置费等，筹集资金 6.96 亿元，为抗击

“非典”取得阶段性胜利，支持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和抗

灾救灾作出了贡献。

（四）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和扶贫攻坚。2003 年农业支

出、林业支出和水利气象支出20.56 亿元，支援不发达地区

支出9.98亿元，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支持了扶贫开发。

（五）落实“科教兴省”战略，加大科技、教育事业投

入。全年教育支出 47.52 亿元，科技三项费和科学支出

2.98亿元，促进了教育、科技事业发展。

四、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切实支持解决好“三

农”问题

（一）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和推

广应用。2003 年，省财政安排农业科技示范专项经费、农

牧渔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与推广经费、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与

应用经费共计2 500多万元资金，支持了农业新产品种新技

术的引进、推广、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和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与

应用，并加强农民职业技术培训，培养了一批觉悟高、懂科

学、善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了农村富裕劳动力向二、三产

业转移就业的能力。同时，为适应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对农机

化技术多样性需求，支持农机管理部门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推

广工作，满足农业生产需求，采取国家扶持和农民自筹相结

合的方式，投入财政资金 100 万元，吸引带动农民资金近

200万元，购置了一批新型农机设备，加快了农机装备结构

调整步伐。

（二）大力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农

业产业化发展。2003 年，省财政共安排下达小型农田水利

资金、水利建设基金、特大防汛抗旱资金1亿元，重点支持

了农田水利设施配套建设、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梯田建设、

小流域治理及人工影响天气等工作，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改善了农业生态基础，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省级财政

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筹措资金5 210万元，按照相对集

中、扶优扶强的原则，重点支持了 53 个经济实力强、科技

含量高、辐射范围广的农业产业化项目。为了加强农业产业

化项目的专项资金的管理，省财政厅研究制定了《甘肃省农

业产业化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明确了农业产业化专项

资金的支持重点、支持方式和管理措施。通过一手抓项目扶

持、一手抓资金管理，甘肃省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了较好的

成效，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有了新发展，一些优势农产品行

销国内外市场，重点龙头企业的效益明显提高。

（三）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按照巩固、规范、

完善、配套的原则，建立完善了涉农税收、价格和收费公示

制度、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一费制度、村级组织报刊订阅的

上限控制制度和涉农事（案）件责任追究制度，推进了各项

配套改革。同时，根据中央关于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的精

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在全省进行了农

业特产税改征农业税试点工作。考虑到部分市县财政相对困

难、农业特产税比重大、一次性取消农业特产税难度较大的

客观实际，甘肃省财政厅按照“积极推进、自主选择、分步

实施”的改革原则，在13 个市州地的54 个县市区进行了农

业特产税改征农业税试点，其中有 36 个县一次性取消了农

业特产税。落实到位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9.10 亿元，基本做

到了户户减负、人人受益，实现了“三个确保”目标。

（四）深化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改革。一是粮食风险基金

用于农民直补工作取得突破。2003 年省财政厅把对农民的

直接补贴作为粮食风险基金改革的切入点，在听取各方意见

和认真分析测算的基础上，上报省政府同意，当年从粮食风

险基金中拿出 1亿元对种粮农民实行直补。二是改革超储粮

清算办法。在超储粮清算中，省财政认真总结和汲取了往年

的经验和不足，改革了清算办法，并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

施。通过清算，净节约财政资金4 581万元。

（五）继续做好财政扶贫工作。2003 年，为了确保财政

扶贫资金真正用于扶贫项目和贫困人口，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促进贫困地区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中央

和省共安排扶贫资金8.7 亿元，制定了《甘肃省财政扶贫资

金报账制实施细则》，选取了6 个县进行财政扶贫资金报账

制试点工作，同时，加大对支农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力度，

切实提高财政农业专项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完善了农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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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项目申报、决策、运行机制，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

的效益。

五、积极参与和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一）围绕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和结构调整，服务企业

改革。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各项深化国企改革的配套工作，

严格执行企业关闭破产政策，审定煤炭、有色、军工、电子

等企业破产方案，测算审核破产费用，并及时将每笔破产补

助资金拨付给相关部门，确保了企业关闭破产工作的顺利进

行。积极稳妥地推进劣势企业退出市场步伐，压缩和淘汰落

后生产能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了资源配置。推动分

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甘肃省破产重组

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暂行办法》。认真办理省属

企业改组改制涉及的资产财务事项，支持企业主辅分离，提

高省属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为促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

提高国有经济整体运营效益，引导和规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

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制定了《关于加强企业国有产权

转让管理的意见》，并报省政府批转执行。

（二）积极支持外贸企业发展和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一

是积极与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做好甘肃外贸发展资金的管

理、回收、使用工作及中央对外经贸各项扶持资金的管理、

审核、拨付工作，在保证安全、流动、效益的同时，积极探

索出新的使用方式和途径。二是依据省政府有关政策，清

理、管理和使用有色金属企业上缴的所得税，审核、管理有

关企业的所得税返还，支持了省有色金属企业的发展。三是

发挥财政资金的投资引导作用，积极申请中央改善外商环境

场地使用费，管理、核拨外商投资环境建设补助资金，不断

改善全省外商投资环境。

（三）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按

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要

求，积极参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关方面的工作，研究

建立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

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探索有效的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

式。结合甘肃实际，构建了以出资人管理制度为中心的新型

企业财务制度体系，规范企业资本管理与财务管理行为，维

护出资人的权益。

加强了国有股权监管，规范产权交易，防止国有资产流

失。一是加强对新发起设立股份公司国有股权登记的管理，

逐步建立了国有股东基本情况备案制度，对股份公司因送

股、转增股、实施配股等造成国有股数量、结构及持股单位

发生变动的行为实施监督管理，确保国家所有者权益不受侵

害。二是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快了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步伐，

规范产权交易行为，启动甘肃产权交易市场，实行产权交易

进入市场的制度，盘活存量资产。三是加强了产权登记管理

基础工作，强化国有产权变动监管。

（四）加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财务监管，注重防范和化

解地方金融风险。一是按照省政府有关文件的精神要求，做

好甘肃省四家信托投资公司审计的协调组织工作和对省科技

风险投资公司财政监督检查的牵头、组织工作，防范和杜绝

地方非银行金融企业经营风险，强化管理，规范运作。二是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精神，调查了解

全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财务管理和政策支持的开展情

况，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了较为可行的应对措施，并

将有关情况及时上报财政部。三是按照财政部要求，认真做

好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的布置工作，以防范和控制金

融风险为目标，加强金融财务监管工作。

六、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一）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管理机制。通过近几年的

努力，甘肃省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逐步规范，基金收入稳定

增长，支出得到了有效控制。2003 年，全省社会保险费达

到32.39亿元，比1999 年增长15.83% 。在加强征缴管理的

同时，各级财政部门通过设立财政专户、健全财务制度，规

范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效防止了挤占挪用现象的发

生。为了完善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办法，省财政制定了《关于

对市（地）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办法有关问题的

通知》，并与劳动保障及地税部门共同下达了各地社会保险

基金收入计划建议数和支出控制数，增强了地方政府对社会

保障工作的责任。

（二）努力做好“两保”、“低保”和再就业工作。一是

为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分配，省财政制定了《甘

肃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利用非农

业人口、低保人数、人均补差、人员构成、人均财力及城镇

居民可支配收入等项因素分析，综合测算对各地的专项转移

支付。截至2003 年底，全省已为 63.98 万名城市低收入人

群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 3.78 亿元，基本实现了低保人员的

应保尽保，保障了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为维护社会

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积极配合劳动保障等部门制定下

发了加强再就业资金管理、落实再就业收费优惠政策、税收

减免及小额担保贷款等办法，并在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

本生活保障支出规模不减的前提下，积极统筹安排再就业资

金，2003 年全省再就业资金总额达1.36 亿元。三是省财政

配合省委老干部局等有关部门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离休干

部离休费、医药费保障机制和财政支持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提高认识，切实建立离休干部“两费”

保障机制和财政支持机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离休人员

医疗费，保障其基本医疗，省财政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制定

了《甘肃省省属企业离休干部医药费参加当地统筹时对困难

企业界定标准及财政支持办法》，加快了离休人员医药费社

会化统筹的步伐，实现了离休干部医药费由企业管理向社会

管理的过渡，确保了“两费”发放。

（三）推进医药卫生“三项制度”改革，确保公共卫生事业

的发展。一是在医保制度的改革和实施方面，各级财政部门

积极参与缴费基数和标准的审定，认真落实应由财政负担的

资金，确保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是在卫生事业补助政策方面，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参与区域

卫生规划、药品收支两条线等改革，认真探索了财政对医疗卫

生机构的补偿机制问题，将原来对医疗卫生机构实行的床位

定额补助方式，改为按业务量实行定额补助与定项补助相结

合的方式，由维持基本运行转向支持医疗卫生机构事业发展、

提高医疗服务方面。此外，各级财政还积极配合做好药品监

督管理系统的上划工作，逐步理顺了药品监督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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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好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各级财政部门落实

专项资金1 437万元，农民个人缴存资金 976 万元，在皋兰、

安西、庆城、山丹、灵台五县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

点，受益人数达到71.53 万人。

七、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管理水

平

（一）改革和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与部门预算。按

照分税制改革方向，坚持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省级和部分地

区调整完善了对下的财政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了财政分配

关系。经过精心组织，通力协作，保证了新体制的顺利运

行。省级继续全面编制了部门预算，向省人代会重点报送部

门由2002 年的10 个增加到15 个；进一步扩大了国库集中

支付试点范围，试点部门由 2002 年的4个增加到21 个，直

接支付额达到6.23亿元。

（二）推进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按照分步实施、

逐步扩大范围的原则，在 2003 年 7 月份又新增省人事厅、

省财政厅、省林业厅、省文物局等 17 个一级部门及其所属

的 86个二级单位作为第二批国库集中支付试点单位，并将

上年第一批试点部门的集中支付范围延伸到所属的102 个基

层预算单位。根据改革的需要，进一步健全了国库改革的各

项制度办法，先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中支付项目范

围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库集中收付改革试点对账制

度的通知》。对各试点部门反映在改革试点中出现的预算管

理、信息管理轶件系统、办事程序衔接和银行代理业务中等

方面的问题，认真研究解决，限期整改。

（三）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加快推进综合财政部门预

算管理的进程，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内容，将预算外资金收

入纳入部门预算，统一平衡，统筹管理。认真组织开展了财

政票据年度审验工作，重点稽核单位落实“收支两条线”规

定以及收费和罚没票据使用等情况，有效地规范了单位预算

外资金的收支行为。

（四）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省财政厅继续开展对全

省各地县的财政专项督导工作，抽调人员组成 2 个督导小

组，采取巡查和个案调查、普遍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以

重点检查为主的方法，重点对 14 个市州地的财政收入完成

情况、工资发放情况、重点支出到位情况以及财政运行状况

（预算平衡情况）进行全面的财政督导工作，动态监控预算

执行情况，督促地县大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有限

的资金首先用于保证职工工资发放和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上

去，实现重点支出及时到位的目标。

（五）切实加强和规范政府采购管理。一是政府采购制

度逐步完善，机构设置趋于科学合理。在完善一系列制度、

办法、措施的基础上，拟定《甘肃省政府采购运行规程管理

规定》、《甘肃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暂行办法》和《供应

商投诉处理办法》等配套措施。并根据中央关于公务用车管

理的有关规定，代拟了《甘肃省公务用车管理办法》，经省

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批转执行。二是编制《2003 年度

甘肃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明确了集中采购、部门集中采

购和分散采购的范围和限额标准，凡列入政府采购目录的项

目原则上必须实行集中统一采购。对价格变化较快、型号较

多且部门需求量大，类似办公自动化等通用设备的采购，可

采用协议供货方式进行采购，以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效

率。三是政府采购资金国库集中支付范围扩大。出台了《省

级政府采购资金支付管理办法》，扩大了政府采购资金实行

财政直接拨付的规模。2003 年省级实现采购金额 11.7 亿

元，资金节约率为 8.8%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是政府采购信息管理和监督机制得到完善和健全。凡招标

公告、政府采购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均在指定的几家新闻媒

体上发布，并加强甘肃省政府采购站和全国政府采购网甘肃

分网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及时加载采购信息，增大信息容

量，增强透明度。

（六）认真编制完成财政发展三年滚动计划。为增强财

政工作的计划性，强化财政中长期计划对年度预算执行的指

导作用，按照财政部的统一要求，编制完成了《2004—2006

年甘肃财政发展滚动计划》。在全面总结“十五”计划执行

前两年全省财政运行基本状况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做大做

强财政收入这块‘大蛋糕’，支持经济和社会跨越式发展”

这一主线，就如何保持区域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时效性，实

现全省财政持续滚动发展，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

八、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化财政监督管理

（一）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构筑拒腐防变思想道德

防线。一是开展“三个代表”和“两个务必”的思想教育活

动，结合财政工作特点，汇集党纪政纪法规、廉洁自律规

定、内部廉政制度和近年来发生在全国财政系统的典型违法

违纪案例，编辑出版了《警钟长鸣》一书。通过剖析案件、

总结教训，教育广大财政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二

是制定印发了《甘肃省财政厅对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

定实施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甘肃省财政厅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考核办法》、《甘肃省财政厅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民主

测评制度》、《甘肃省财政厅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报告制度》、

《甘肃省财政厅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监督检查办法》、《甘肃

省财政厅廉政谈话制度》和《甘肃省财政厅关于严禁利用职

务之便借（占）用单位车辆和公车私用的规定》等七个制度

办法，规范了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不

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强化财政监督管理。积极配合审计部门开展了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和中央专项资金审计调查工作，及时制定措

施，对存在问题进行了整改。结合《甘肃省财政监督条例》

的实施，深入开展了对国债、扶贫、支农、社会保障、农村

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以及交通养路费、工商部门

行政性收费等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坚

持内外监督并重，继续开展了内部资金和财务管理情况的检

查，强化了对预算编制、执行的监督。认真贯彻《会计法》

和《注册会计师法》，开展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检查，督促有

关单位认真落实了整改意见，进一步整顿和规范了会计秩

序，并顺利完成了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职能划转工作。

继续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实行收费公示制度，强化了

社会监督，促进了依法行政。

（甘肃省财政厅供稿，刘文哲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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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2003年，青海省实现生产总值390.16 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1%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7亿

元，增长 3.8% ；第二产业增加值 184.26 亿元，增长

16.4% ；第三产业增加值158.9亿元，增长9.7% 。全省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7 267元，增长10.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285.12亿元，增长16.4%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102.66亿元，增长11.5%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上升 2%。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 3.39 亿美元，增长

72.4% ，其中出口2.74亿美元，增长81.3% ；进口6 500万

美元，增长43.1% 。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 745.3元，增长7.4% 。农牧民人均纯收

入1 794.1元，增长4.0% 。

2003年，全省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43.69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4.5% ，其中：上划中央收入 19.65 亿元，增长

15.3%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24.04 亿元，增 长

13.96% 。全省一般预算支出完成 122.04 亿元，增长

2.79% 。按现行财政体制结算，收支相抵，实现了当年收支

平衡。

一、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努力增强财政实力

（一）健全收入目标责任，积极组织收入。2003 年，青

海省财政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收入增长目标，进一

步健全了收入目标责任制，严格收入目标考核，协调、支持

收入征管部门坚持依法治税，强化税收征管和非税收入收

缴，努力做到应收尽收；继续坚持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联席分

析会制度，定期召集有关部门和地区对全省收入预算执行情

况进行综合分析，加强情况交流和信息沟通，有针对性地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各地各有关方面抓好收入进度。

（二）支持财源建设，培育新的收入增长点。2003 年，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积极调整财源建设思路，努力做大财政

“蛋糕”，把财源建设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落实积极财政

政策、深化企业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和促进

农业产业化发展结合起来。拓宽财源建设投入渠道，把财政

扶持、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结合起来，实行政府引导、

财政牵动、多方投资、全面开发的新机制，在对贴息资金、

技改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的使用上，打破所有制和行业界限，

对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一视同仁，给予支持。全年共安排

财政贴息资金和项目前期费 1.21 亿元，安排技改资金和科

技三项费资金 1.79 亿元，对一些骨干企业、龙头企业和重

点财源建设项目进行了有力的支持。为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

道，建立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较好地支持了中小企业

特别是非公有经济发展。

（三）夯实工作基础，规范税收秩序。省国税部门和有

关部门实施了税务登记信息与工商登记信息的交换和共享，

在全省推行了增值税申报纳税“一窗式”管理，自主开发了

稽核比对软件，加强了票表审核比对。地税部门推行了税控

装置的试点工作和发票刮奖活动，将个体税收征管中的税务

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和发票管理纳入了计算机管理。

同时，征管部门继续大力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积极开展专

项检查，严厉打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制售倒卖发票等违

法活动，全年国、地税部门共查补税款1.1亿元。

（四）提高税收信息化水平，稳步推进信息化建设。省

国税系统建成联结国家税务总局，覆盖省、州、县局的三级

广域金税网络，开通了省、州（地、市）两级办公自动化系

统，全面推行了电子执法系统、出口退税子系统和“免、

抵、退”税收管理软件。地税系统对税收通用管理系统和社

会保险费征收软件进行了整合、集成，实现了两套业务系统

在同一个操作平台上运行，实现了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统一

管理。

二、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和社会

事业发展

（一）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一是与有关部门积极协

调，按项目进度及时下达国债专项拨款资金预算和转贷资金

计划22.4亿元，拨付国债资金19.9亿元，支持新建和续建

了833 个生态、水利、公路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国债

项目，促进了全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和经济结构的优

化及技术升级。二是认真落实调整工资政策，筹措资金

8 664万元，保证了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职工调资政策的及时

到位。三是支持退耕还林（草）工程和天然林保护工程。安

排250万亩退耕还林现金补助和种苗补助 1.32 亿元；及时

拨付专项资金1.34亿元启动了退牧还草试点工程；拨付荒

山造林补助5 500万元；下达天然林管护经费5 526万元，促

进了退耕（牧）还林（草）和天然林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积极落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措施。一是

在认真贯彻国家西部大开发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经报

请省政府同意规范了符合青海实际的税费优惠政策，重点支

持了符合国家和青海省鼓励类产业政策的企业、新办企业、

新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高新技术项目。对多种所有

制经济，兼并、收购、重组企业以及新办科技型、能源、环

保、交通企业和基础、高等、特殊教育等企业也给予了税费

照顾政策。二是支持新建和续建了一大批重点项目。2003

年，青海省财政厅累计安排重点项目资金预算35.43 亿元并

全部拨付到位，确保了 2002 年结转的丹拉路西宁至湟源一

级公路、丹拉路马场垣至平安高速公路、格尔木机场改扩

建、100万吨钾肥工程、香日德—巴隆异地扶贫项目、西宁

地区锅炉“煤改气”工程等和2003 年新增的县际公路、西

宁至大通高速公路、旅游重点景区基础设施、玉树无电县通

电工程和盘道水库等重点项目的资金需要。

三、继续调整支出结构，保障重点支出需要

（一）确保工资发放。省、州（地、市）、县层层签订了

确保工资发放责任书，进一步强化了各级政府的任务和责

任。省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对各地的财力补助5 000万

元，保证了各地工资发放的财力需要。按照责任制的要求，

严格执行工资专户和财政统发制度，加强编制管理，严格按

编制核拨经费。同时，加强了督促检查，对确因收入减收、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资金调度困难的州县，省财政在资金调度上给予了尽力的帮

助，确保了当年工资不欠。

（二）确保“三条保障线”财政补助资金的需要。2003

年，全省财政部门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加大预算安排积极筹

措社保资金，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全年共安排社保财政补

助资金11.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 ，确保了企业离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城镇最低生

活保障对象的保障资金的及时足额发放。在中央财政的支持

下安排资金 1 亿元，支持再就业工作，使 5.5 万人重新上

岗。安排资金5 652万元，继续支持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到

2003年底，已累计安置国有破产企业职工7.2 万人。同时，

为了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做好本地社会保障工作

的责任，制定并报请省政府转发了《青海省社会保障资金筹

措目标责任制管理办法》，提出了资金筹措管理的具体要求。

强化了对各地区完成社会保障工作目标情况的考核，对未完

成2002 年度财政社会保障工作目标的3个地区进行了处罚。

（三）大力支持农牧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继续坚持支农

资金集中使用的财政投入原则，突出重点，解决突出问题。

通过支农、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渠道，共投入生产性资金

7.78亿元，支持了农牧业产业化、设施农牧业、农田水利

建设、西繁东育、劳务输出、农畜优良品种改良引进及推广

工作，促进了农牧业结构调整和农牧区经济发展。

（四）集中资金，解决社会事业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2003年，省财政安排基础教育专项经费9 300万元，重点解

决了中小学危房改造及教学设备不足的问题；安排1 200万

元，支持西宁市解决中小学大班问题；安排5 313万元支持

了文化、广播电视及体育事业的发展；安排600万元，支持

农村牧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全省首批近 90

万农牧民享受到合作医疗政策带来的实惠；安排专项资金

2 345万元，更新设备、培训人民，改善了基层计生服务站

的基础条件，进一步支持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安排

2 800万元解决企业办社会分离问题；对州（地、市）安排

补助3 400万元，继续帮助解决拖欠离退休费和医疗费等突

出问题；安排资金6 200万元，再一次提高了行政事业单位

职工和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取暖费标准，为推进物业管理社会

化奠定了基础；安排政法专项资金6 123万元，解决了基层

政法部门办案经费、基本装备严重不足等突出问题，提高了

政法部门技术装备的科技含量，为科技强警奠定了基础。

（五）积极支持防治“非典”经费的需要。及时启动了

医药储备金，建立“非典”疫情处理预备金，支持重点设施

建设；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建立了“非典”防治经费保

障机制，确保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创新财政管理机制，财政改革稳步推进

（一）调整完善了省对州（地、市）的财政管理体制。

制定了《关于调整和完善省对州（地、市）财政管理体制的

意见》和《青海省省对下财政转移支付办法》，按照市场经

济要求，打破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的做法，进一步理顺

了省与州（地、市）的分配关系，充分调动了各级政府发展

经济、培植财源、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建立了促进收入增长

的新机制；逐步增强了省级财政在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方面

的调控能力；按照规范财政管理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各级

政府的财政事权和责任；引入了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的概

念，进一步规范了省对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州（地、市）对

下的改革方案也陆续完成。

（二）深化了部门预算改革。按照规范部门预算编制及

管理的要求，继续推进零基预算和综合预算，科学、全面地

反映各个部门的各类收支活动，进一步严格了预算管理，减

少了预算追加，增强了预算透明度和约束力。同时，省财政

厅指导和督促有条件的州（地、市）、县推行部门预算改革，

低标准起步，边改革、边完善；积极推行网上编审，建立了

项目库，使青海省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逐步拓展覆盖面，并向

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方向迈进。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了财政国库集中收付管理制度改

革试点。制定下发了《青海省省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

点资金支付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以清理各行政事业单位

的银行账户为基础，建立了行政事业单位开立银行账户审核

备案制度，成立了青海省财政厅国库支付中心，选择省政府

办公厅、省财政厅、省水利厅、青海医学院等10 个具有代

表性的省级单位进行国库集中支付试点，开通了与试点单位

的网络，对试点单位、代理银行、清算银行及财政内部相关

人员进行了培训。2003 年12 月1 日，省级国库支付中心正

式挂牌并在10个试点部门启动改革试点。至此，青海省在

财政部选定的全国两个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省份中第一家

推开了改革试点，并获得基本成功。

（四）加大了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力度。

在2002 年试点的基础上，对省级单位的收费项目、标准及

代收银行网点分布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对省直 49 个主管部

门和所属195个执收单位的收入项目、收费标准建立了数据

库。严格按照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监控收费项目，实行跟踪

监控，到2003 年底，在所有省直部门和执收单位全面推行

“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政府调控”的收缴分离、

收支脱钩的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

（五）规范了政府采购管理。加大了《政府采购法》的

宣传力度，增强了社会对政府采购的认知度、认同感；进一

步健全了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细化了采购预算；积极采取

措施，扩大了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加强对采购行为的监

督。2003 年全年完成采购2.26 亿元，比上年增长 60.3% ，

资金节约率9.01% 。

（六）继续推进农村牧区税费改革试点。按照农村牧区

税费改革领导小组的部署和要求，切实履行财政职能，做好

督办、协调、培训和服务工作。加强了对农村牧区税费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管，确保了各项补助资金的到位；通过完

善监督机制，规范征收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牧区税费改

革所取得的成果。

五、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监督检查，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

（一）加强制度建设。制定完善了国债、退牧还草、计

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多个财政专项资金监管办法，从制度上

规范了财政管理。坚持重点项目资金公示制，推行政府公益

性投资项目统建制和财政支农扶贫资金报账制。积极探索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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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涵盖财政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监

督体制，初步形成了社会多方监督，项目全程监管的有效约

束机制。

（二）加强重点检查。会同审计、监察等部门加强对重

点地区及国债、扶贫、社保、教育、支农、科技三项费用、

税费改革等重点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全年全省共组成 248

个检查组，抽调专业人员 772 人（次），对省级及州（地、

市）县1 029户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进行了检查，共查出

各类违法违规资金 1.32 亿元，并依法进行了处理，为保证

这些专项资金安全运行、发挥效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加强会计监管。以学习贯彻《会计法》为契机，

采取多种方式，开展了对会计人员的培训，将会计人员的职

业道德教育纳入培训的主要内容，努力促使会计人员综合素

质的提高。及时将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管理职能划归财政部

门。以加强行业诚信建设、提高行业执业人员素质、净化行

业执业环境、规范行业执业行为为目标，狠抓了规范会计中

介机构执业行为的工作。

（四）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在加强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

的同时，着力加强了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开展

了全省国有资产普查工作，有效地促进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

六、加强财政系统机关建设

（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制定了《关于加强省财政厅

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意见》、《关于处级以上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暂行办法》等制度，同时，把对干部的教育管理制度落实

和廉政建设纳入目标考核之中，定期检查、考核，年终进行

综合评判。

（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省财政厅自上而下逐级签定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书。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干部廉洁自律、改进工作

作风的有关规定》、《财政厅党组关于加强干部管理继续保持

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增强了干部职工的廉洁自律意识。

（三）开展了接受民主评议行风活动和政务公开工作。

结合财政工作实际，在全系统开展了“改进工作作风、强化

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树立‘财政人’形象”活动，在

全省民主评议行风活动中名列前茅。同时，全省财政系统以

建设服务型政府机关为目标，实施“阳光政务”，建立了与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系制度，接受社会对财政工作的监

督。制定了《关于推行政务公开的实施意见》，并将政务公

开情况纳入对干部的目标考核。

（青海省财政厅供稿，竺向东执笔）

宁夏回族自 治区

200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实现生产总值 385 亿元，比

上年增长12.2 %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5.5 亿元，增长

2.5% ；第二产业增加值191.7 亿元，增长18.7% ；第三产

业增加值137.8亿元，增长8.3% 。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318.2亿元，比上年增长 37.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0.8亿元，比上年增长15.1% 。

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全区实现

财政总收入53.3 亿元，比上年增长15.8% 。其中上缴中央

两税（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17.8 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30亿元，为年度预算的 113.36% ，按可比口径增长

16.3 % 。全区一般预算支出完成 10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7% 。按现行财政体制结算，全区 2003 年度财政历年滚

存结余23.05亿元，扣除结转下年支出23.74亿元，实际赤

字6 900万元。

一、加大增收节支工作力度

（一）加大收入组织力度。年初，为克服收入组织工作

中存在的诸多不利因素，自治区财政及早动手做好准备工

作，会同国、地税部门下达了全年收入计划。国、地税部门

坚持重点和零散税源并重、中央和地方收入共抓的方针，通

过加强税收收入分析预测、按季分解落实收入及目标工作责

任、加强重点税源监控、加大清理漏征漏管户和清理陈欠力

度等有效措施，保证税收收入均衡入库。为进一步提高收入

组织能力，税务部门还在一些地区积极开展饮食、服务等行

业的消费发票刮奖活动，鼓励消费者主动索取发票，实行以

票管税。此外，自治区还制定了企业效益增长与税收增长的

考核奖励办法以及市县财政收入增长考核奖励办法，以促进

市县和企业的增收积极性，吴忠市、固原市、青铜峡市等

11个市县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全年预算任务。

（二）严格支出管理。自治区财政坚持按照公共财政支

出原则要求，严格规范财政支出范围，不断优化支出结构，

优先保证重点支出，制定出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一般性转

移支付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本级预算追加管理办法》等

制度，严格控制资金审批权限和预算追加规模，坚持除法律

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需要增加的重点支出外，一般性支出实

行“零”增长，大力压缩会议费、出国考察经费等，勤俭办

事业，严禁铺张浪费，积极挖掘部门单位在节能、设备配备

使用等方面的节支潜力，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和机关运行成

本，做好工资正常发放、“两个确保”等各项社会保障事业、

民运会经费支出需求和区党委、政府确定的重点支出工作需

要。

二、认真贯彻落实积极财政政策

（一）积极配合自治区计委、经贸委等相关部门，按照

国家确定的国债资金使用方向进行项目资金的申请，争取到

国债补助资金14 亿元，国债转贷资金 3 亿元，同时增加自

治区配套资金投入，加大对重点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年

内，银川至青岛、丹东至拉萨高速公路宁夏段全线贯通，银

川机场段高速公路建成使用，银川热电厂3号机组、石嘴山

电厂2、3号机组并网发电，农村电网二期改造工程全面竣

工。扶贫扬黄灌溉工程、民族运动会体育场馆、银川市北部

污水处理厂投入使用。沙坡头水利枢纽、陕甘宁至银川输气

管道复线等工程进展顺利。

（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资金管理。首先，转变了现金

补贴方式，实行了退耕还林草工程现金银行直接支付，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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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资金拨款环节，杜绝了挤占、挪用、浪费现象，确保了补

助农民资金及时到位；其次，开发了退耕还林草信息管理系

统，建立了信息档案，保证资金投放的规范、科学和透明；

最后，按照“整合资金、部门合作、合理规划、综合治理”

的总体思路，筹集资金，集中投入南部贫困山区彭阳县小虎

洼综合治理与扶贫开发项目、南部山区百万亩优质苜蓿基地

建设、中部干旱带舍饲养殖等，较好地解决了退耕还林草、

封山禁牧后农民增收的矛盾。全年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33 万

亩，各类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 47 万公顷，实现了全区范围

内全面禁牧，草场大面积退化趋势得到遏制。

（三）积极支持自治区城市化建设。城市维护费支出不

断加大，累计完成2.37 亿元，比上年增长19.1% ，重点支

持了“大银川”建设，石嘴山、吴忠、固原等地区性中心城

市改造也取得良好效果。

（四）切实加强国债资金监督检查和重点项目跟踪问效，

重点对16 家项目单位的退耕还林草项目和农垦系统及盐池

县异地扶贫搬迁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给予了纠正。

（五）加强财政投资评审和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完成各

类评审项目75个，提高了财政建设性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全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

（一）努力做好 “两个确保”和“低保”工作。截至

2003 年底，全区参加企业基本养老的在职职工 46 万人，离

退休人员 14.28 万人，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率为 94% ，支付

率为100 % 。全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35.7 万人，参保率为

93 % ，失业保险基金征收率为71% ，清欠率 38% ，支付率

为100%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达13 485人。国有企业下岗

职工生活费能够按时足额发放。颁发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条例》和《低保资金预算安排及资金管理办法》，并且

从措施上加以创新，采取根据市县财政资金投入的力度决定

区级财政的配比系数的做法，调动市县财政重视保障的积极

性，努力做到应保尽保。

（二）努力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003 年，自治区

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落实中央各项再就业优惠政策，区级财政

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出台了《宁夏再就业补贴及奖励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宁夏小额担保贷款基金与贴息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等相关办法，从资金列支渠道、补贴对象、补贴标准、

优惠政策等多方面做出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了再就业资金的

安全顺畅；在发放上，全年安排再就业资金达8 400万元，

比上年增长13.5% ；在措施上，采取政府出资购买公益性

岗位，启动了石嘴山市扶持“4050”人员再就业工作，建立

再就业资金使用情况季报制度，保证区财政与各市县信息共

享。

（三）主动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救灾工作，下发救灾资金

3 000余万元，保障灾后人民生活，努力完善救灾资金分配

办法，加强资金跟踪问效。切实解决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生活

困难问题，补助企业军转干部工资、医疗费等154万元。

（四）积极开展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大力推进农村医疗

制度改革，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工作，

初步确立了试点市县的基本框架，努力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和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开展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研究，

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奠定基础。

（五）认真做好防治“非典”工作。全区各级财政部门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快捷、高效的开展工作，筹措并

拨付了防治“非典”资金6 474万元，及时制定了各项政策

措施，建立了“文件即到即发，资金即批即拨，设备即定即

购”的超常规联动工作机制；组织农税干部深入乡村开展宣

传教育，发放农村“非典”预防读本 90 余万册；减免了受

疫情影响行业的20多项税、费、基金，减免额达4 600多万

元。

四、努力确保重点支出需要

（一）优化工业经济结构。按照自治区“十五”规划所

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关于加快工业化进程的若干意见》》

精神，各级财政部门不断加大扶持力度，支持工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和企业技术改造。全年安排企业挖潜改造与兼并破产

资金 4.4亿元，重点用于“五大基地建设”工程和“双十”

工程，做大做强重点骨干企业，着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企业集团和工业园区，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自治区财政

拨付重点技术创新项目资金350 万元，支持宁夏东方钽业股

份有限公司、吴忠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启元药业有限公

司等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新产品试制。安排2 900万元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资金，促进自治区民营工业企业和中小企业技

术改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符合一

定标准的非公有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

点，实现全区经济均衡发展。

（二）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第一，支持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根据自治区产业布局和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现

状，自治区财政继续集中资金3 000万元对十大重点农业科

技示范园区、十大优质农产品基地和十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即“三个十工程”给予重点扶持，并建立规章制度、健全

运行机制，促进农业产业化体系形成。同时，积极配合水

利、农牧部门在灌区大力实施节水农业，进行抗旱打井工程

建设。第二，多途径促进农民增收。采取“以川促山，山川

共济”的发展模式，自治区财政安排3.5亿元投入带动农民

增收的 20 个工程项目。在南部山区实施了“千村扶贫”、

“贫困户十万只养羊”“中部干旱带草畜产业”“少生快富”

“小额信贷财政担保”“百万亩草产业”工程；在引黄灌区即

川区则继续扶持“富民工程”、“无公害优质名牌枸杞工程”，

重点发展特色养殖业和种植业。第三，积极培育农民增收新

的增长点，安排1 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南部山区及异地搬

迁吊庄点农民工劳务培训输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第四，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良种繁育和畜牧品

种改良为突破口，重点支持了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及

黄牛、小尾寒羊等农作物及农畜产品良种繁育，基本实现了

农牧业良种育、繁、推、产、加、销一体化发展，增强了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支持农产品质量标准和

无公害食品检验监测、认证体系建设，提高农村的产业化、

现代化水平。第五，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安排5 000万

元资金促进粮食购销企业改制，拨付3 000万元的粮食补贴

资金用于引黄灌区休耕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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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科教文体行政司法事业发展。安排资金1 750

万元用于行政单位购置公务用车、办公楼改造、信息化建设

及公务用车购置，基本保障了党政机关的正常运转。加大对

教育科技投入力度，确保二期“义教工程”顺利进行，中小

学危房改造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小学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

放，免费教科书按时发放。体育经费大幅度增加，圆满完成

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资金筹措任务，较好地保障了民运会的

成功举办。同时，也加强了自治区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五、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

（一）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召开了全自治区部门预算编

制工作会议，对部门预算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对113 个区

级主管部门 400 多名干部进行了部门预算软件培训，制定下

发了区本级部门预算报表及说明、区本级基本支出预算定额

标准、区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区本级项目库管理规

定等文件或试行办法，从原则、制度、内容、方法上对自治

区部门预算改革做出了明确规定。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第

一，对行政和全额事业（学校、科研机构除外）单位人员经

费按照空编数（编制数大于实有人数）和相应经费标准核

定。第二，全面编制非税收入计划，将纳入预算和财政专户

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指标化管理。第三，对纳入财政

专户管理的预算外收入实行奖惩政策。行政和全额管理的事

业单位（不含学校）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收入因非政

策性因素影响实际收入的，实行超收有奖，短收则调减其年

初预算。第四，不再单独安排各部门的设备维修购置费，而

是将全区预留的该项经费按照全区部门预算编制数计算人均

费用，分解到财政厅各分管处室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安排。第

五，改变项目支出分类办法，由按照用途分为专项性公用支

出和专项支出两类改为按项目支出的性质划分为基本建设类

项目、行政事业类项目和其他项目三类。

（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2003 年自治区逐步扩大试点

范围，加快改革步伐，在年初区级5个部门实行国库集中支

付试点成功启动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试点范围，新增自治区财

政厅、教育厅、地税局、老干部局、外经贸厅等 15 个部门

的机关财务和水利厅下属8个二级财务试点，与此同时，选

择了基础较好的平罗县、中卫县、石嘴山市、利通区、中宁

县等5个地区进行试点，截至 2003 年底，28 个区级单位和

5 个市县进行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试点，区本级所有一

级预算单位均纳入了工资统一发放，20 个市县全部推行了

工资统发，覆盖率近 70% 。除此之外，还充实了机构，完

善了制度。成立了国库支付中心，配备了设备、人员，建立

了网络系统；制定了《宁夏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行方

案》、《宁夏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办法》、

《宁夏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会计核算暂行办法》、《宁

夏区本级财政资金拨付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工作规程，为

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稳步运行创造了条件。

（三）推进政府采购改革。2003 年《政府采购法》正式

实行。自治区政府采购部门通过举办政府采购知识竞赛、张

贴宣传画、在《宁夏日报》上开辟专版、在宁夏电视台播出

专题片等方式积极扩大宣传，认真贯彻落实《政府采购法》。

在2002 年对全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公务机动

车辆实行统一采购和定点加油的基础上又制定出台了《宁夏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公务机动车辆过户的通知》、

《宁夏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公务机动车辆定点保

险的通知》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2004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

录》，对投保单位、车辆种类、保险种类、优惠条件、投保

办法、采购品目和限额标准等加以明确规定，不断改进政府

采购服务，扩大采购范围，缩短采购周期，提高采购效率，

全年共开展政府采购活动1 313次，实现采购合同金额3.81

亿元，节约资金4 286.47万元，节约率为11% 。加强对政府

采购活动的监督，联合自治区审计厅、监察厅、建设银行等

相关单位对政府采购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检查，取得良好

效果。推进政府采购机构建设，按照政府采购管理职能和执

行职能相分离的要求，积极筹划建立区本级政府采购中心，

2003 年 8月正式挂牌成立，完善了政府采购的监管和操作

体系。

（四）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一是全面贯彻落实中

央和自治区关于取消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政策

精神，清理取消了产权登记费、住宿教育事业附加费、个体

运输户的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等24 个行政审批收费项目，预

计每年可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2 500万元。会同教育、物价

部门制定了公办高中择校生限人数、限钱数、限分数的政策

规定，治理教育乱收费。同时，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关

于创新经济发展环境的决定》精神，对全区所有行政事业性

收费、政府性基金项目全面实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为配

合该政策顺利进行，免费向企事业单位发放公示手册6万余

册。二是联合相关部门，对区本级 68 个单位行政事业性收

费、政府性基金进行了专项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

了严肃处理。此外，加强彩票市场监管，严格审批彩票发行

方案，密切监督彩票公益金的使用、管理，认真审查彩票中

心年度财务收支预算。

六、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一是扎实做好财政系统“四五”普法工作。年初，制定

了2003 年宁夏财政普法工作计划。6 月，组织开展了全区

财政系统的财政会计法规知识竞赛。10 月，举办了厅机关

业务处室负责人、市县财政局长、法制骨干法律知识培训

班，集中学习了行政法、行政复议及应诉、预算制度改革、

企业会计制度等内容。二是加强财政监督工作。重点进行内

部监督和专项检查，包括全区技术监督系统预算外资金“收

支两条线”执行情况检查、全区计划生育经费使用情况检

查、部分市县财政扶贫资金检查、部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检

查、社会保障专项资金检查和国债转贷专项资金检查，共查

出违规、违纪资金3 159万元，应补缴税金19.3 万元，罚款

50.8万元。三是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认真贯彻《国务

院关于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按照“巩

固改革成果，防止负担反弹，努力做到三个确保，积极推进

配套改革”的工作思路，在总结 2002 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基层意见，对计税土地面积不

实、常年产量定得过高、农民负担不均衡等实事求是地加以

调整。从 2003 年10月 1 日起取消烟叶、牲畜产品、林木产

品收购环节的农业特产税，该政策的调整减轻农民负担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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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同时，规范涉农收费管理，强化督导，加强了对

村内兴办生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筹资的收取、管理和使

用，严格执行区政府规定的人均公益筹资数额不得突破上限

的政策，对面向农村的服务性、公益性、经营性收费实行公

示制度。为了防止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反弹，要求全区暂停

清收改革前农民的税费尾欠，采取挂账办法，待农民有承受

能力后再作处理。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王心农、柳 静执笔）

新疆维吾 尔自 治区

2003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现生产总值1 875亿元，

比上年增长 10.8%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13 亿元，增

长8.2% ；第二产业增加值796亿元，增长12.3% ；第三产

业增加值 666亿元，增长10.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首

次超过千亿元，达到1 002亿元，比上年增长23.2% 。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21.17 亿元，比上年增长11.1% 。物

价运行平稳，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 0.4% 。

进出口迅猛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 47.72 亿美元，比上年增

长77.3% ，其中出口总额 25.42 亿美元，增长 94.3% ；进

口总额22.30 亿美元，增长 61.2% 。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

高，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 173.5元，扣除不可比

因素，比上年增长3.5% ；农民人均纯收入2 106.43元，比

上年增长12.8% ，是历史上增收最多的一年。

在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新疆财政收入稳定

增长。2003 年，全区财政总收入264.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8% 。地方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17.24% 。其中，一般预

算收入128.22亿元，增长15.77% ，基金收入29.49亿元，

增长24.09% 。上划中央税收收入 106.77 亿元，比上年增

长12.21% 。其中，增值税（75% 部分）75.55 亿元，增长

19% ；消费税13.89 亿元，下降 6.93% ；企业所得税7.81

亿元，增长 7.34% ；个人所得税 9.52 亿元，增长0.72% 。

全区财政总支出 394.8 亿元，同口径比上年增长 13.08%。

其中，一般预算支出 368.47 亿元，增长 13.17% ，基金支

出26.33亿元，增长11.8% 。

一、狠抓增收节支，确保完成财政收入任务

（一）成立财政收支督查组，加强收入督查分析。一是

针对实施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非典”疫情减免税费等影

响财政收入的诸多因素，2003 年年初全区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出现低增长，自治区财政厅成立了六个财政收支执行督查

组，督查组根据有关地州（县市）预算执行中反映出来的问

题及特殊情况，进行经常性的不定期督查，协助当地查找存

在问题的原因，深入研究财政增收节支措施。2003 年督查

组对14个地州市 40 个县（市）开展了财政收支督查工作，

及时扭转了财政收入下滑的局面。二是加强财政收入的分析

预测工作，建立了收入执行分析例会制度，与国税、地税、

人民银行国库、统计等相关部门一道，定期召开财政经济形

势分析会，增强组织收入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二）加强收入征管，确保应征尽征。一是加强与国税、

地税的协作配合，强化对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和

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以及重点行业、部门、企业的税收征

管，并依法加强对高收入者的收入调节。二是加大财税稽查

力度，认真排查税源，抓好专项稽查工作，大力清缴欠税，

打击各种形式的偷、逃、骗、抗税行为，维护财经秩序。三

是清理各种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严禁各地越权减免税，维

护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四是在餐饮行业开展了发票有奖

活动，鼓励消费者向经营者索要发票。五是及时将税款足额

解缴入库，防止滞压税款。六是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增强政

府可用财力。

（三）大力发扬艰苦奋斗光荣传统，严格依法理财。一

是坚决贯彻自治区关于没有特殊情况党政机关“不准购买新

车，不准新建和装修办公楼，不准出国”的规定，加大资金

管理力度，大力压缩会议费、招待费及出国考察培训费等一

般性开支。二是严格预算追加，严禁无预算和超预算拨款，

禁止超出财力可能的工程项目和专项开支。三是严格执行人

大通过的政府预算，维护预算的严肃性，杜绝个别地区和部

门巧立名目、变换手法要求追加支出的做法，切实控制了新

的支出项目，缓解了财政支出的压力。

二、积极筹措和调度资金，保证工资发放和社

会保障等重点支出需要

（一）确保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工资的发放。一是按

照“一是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全力保证机关事业单位

职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在年初预

算编制中首先打足工资性支出。二是健全工资专户管理制

度，保证工资资金专款专用。针对工资统发中存在的问题，

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财政统发工资管理的补充

规定》的通知，对财政统发工资范围、审批制度、经费来

源、专户管理及违反财政统发工资政策的处理等方面做出明

确规定，为进一步加强财政统一发放工资管理奠定了基础。

（二）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力度。一是确保企业离

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全区各级财政部门用于企业

养老保险基金补助14.9 亿元。养老金社会化发放进一步普

及，全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达100 % 。二是

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按时发放，全区财政部门用于企业

人员基本生活费补助4亿元。三是做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工作，全区共安排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4.7 亿元，

保障人数57万人，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三）及时拨付救灾和“非典”防治资金。2003 年面对

突如其来的喀什地震等自然灾害和“非典”疫情，中央和自

治区拨付地震救灾资金 4.2 亿元和“非典”防治资金 1.96

亿元，有力地支持了灾后重建工作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
（四）努力提高行政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水平。2003 年全

区财政行政政法支出 82.91 亿元，比上年增长10.63% 。其

中，自治区本级支出 21.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76% 。重

点支持了政法部门办案、“严打”整治专项斗争和基层政法

部门改善工作条件，基本保障了全区政法机关履行职能的经

费需要，保证了机构的正常运转，确保了全区的社会政治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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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三、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支持经济和社会各项

事业发展

（一）贯彻落实积极财政政策。2003 年中央安排新疆

国债资金45.36亿元，其中国债专项资金39.46 亿元，国债

转贷资金4.51亿元，国债技术改造资金1.39亿元。为用好

国家资金，发挥国债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新疆经济发展，各

级财政部门加强国债资金管理使用监督工作。一是根据项目

进展情况，及时拨付资金，保证工程需要；二是对重大项目

国债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塔里木河段阿瓦提县骗

取国债资金进行专项调查；三是及时催缴各地和本级单位完

成国债转贷资金还本付息。

（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巩固农业基础地位。2003

年，自治区财政安排财政支农资金（含中央资金）7.56 亿

元，支持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了对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建设、退耕还林（草）、农业科技

推广的支持力度，确保重点工程和项目的顺利实施。

2003 年，农业综合开发共筹集财政资金为 3.11 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为 2.5 亿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6 098万

元。改造中低产田78万亩，建设农业生态工程项目 9万亩，

扶持多种经营及产业化项目 30 个，新建高科技示范项目 2

个。同时，2003 年全区财政扶贫资金支出6.11亿元，使19

万人实现了脱贫。

（三）扶持企业发展。2003 年，自治区财政安排企业技

术改造专项资金6 0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 ；安排科

技三项费用4 1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近70% 。在技改项

目安排上适当提高贴息比重，突出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企业的

技术改造项目，特别对与特色农业、畜牧业等基础产业关联

程度高的棉纺、食品深加工、奶业等行业的重点技术改造项

目予以了重点倾斜，有力推动了自治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

技术进步，为财政增收培植了新的财源。科技三项费用则重

点用于棉花攻关、600 千瓦国产化风机、牛胚胎移植技术等

国家和自治区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为新疆科技进步和农民增

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四）支持教科文事业的发展。2003 年，全区各级财政

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科教兴新”战略，全区各级财政教育支

出69.87 亿元，科学支出 1.86 亿元，文体广播事业费类支

出8.69亿元。积极支持教育发展，保证了56个县贫困地区

免费义务教育、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中小学危房改

造工程、内地新疆高中班等支出的需要，支持自治区科研院

所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科研能力的不断提高，促进科研成

果向市场转化。

四、深化财政改革，加快构建公共财政框架

（一）做好扩大部门预算管理改革试点范围的准备工作。

在试编完成并经人代会批准下达2003 年15 个部门的部门预

算基础上，制定了2004 年部门预算改革试点方案，确定对

自治区本级61个部门实行部门预算改革试点，进行了定额

标准的重点调研，完成了试点部门预算定额标准的测算工

作。15个地州本级全部开展了部门预算试点工作，大部分

地州选择了2～3个县进行试点。

（二）加大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力度。自治区本级 67 个部

门220个单位和除巴州以外的 14 个地州市本级先后启动了

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收缴金额达32亿元。

（三）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2003 年 6月份，全区农

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年内已完成机构设置、宣传

培训、摸底调查、数据测算、确定方案、新旧税制的衔接等

基础性工作，审核批复了各地上报的改革方案和配套政策，

下达了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实现了农牧民负担

较改革前减轻30% 以上的目标。

（四）加强政府采购制度建设。规范并简化了采购程序，

扩大了采购规模和范围，2003 年全区采购金额达到 22.05

亿元，平均节约率为8.79% 。

（五）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试点逐步推开。2003 年，

自治区本级选择了 9个部门 32 个单位作为国库集中支付改

革试点单位，实行了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试点，重

点对专项资金进行了直接支付试点。克州、石河子、哈密、

伊犁州等地本级和所属部分县市也推行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

试点。

五、加强制度建设，强化财政监督管理

（一）加强制度建设。一是以预算管理为核心，下发了

《加强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管理的通知》，完善了预算编制、

执行、监督的程序。针对自治区人大检查组提出的预算编制

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提出了进一步贯彻《预算法》

和《预算法实施条例》的具体意见。二是下发了《关于加强

自治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通知》对专项资金实行零基预

算，建立专项资金滚动项目库，对资金使用实行跟踪问效。

三是向自治区人民政府上报了《关于自治区政府外债管理情

况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外债项目管理的意见。

（二）强化财政监督管理。一是制发了《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财政监督检查暂行办法》，进一步规范了财政监督检查

行为。二是开展了社保资金、救灾扶贫资金、国债专项资金

及重大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检查，并对专项资金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处理。三是积极配合国家审计署和

自治区审计厅对自治区各项财政资金的审计工作，以此作为

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手段。

（三）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一是加大了国有企业的改革

力度，以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积极支持企业的改革、

改制工作。二是圆满完成了2002 年度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年度检查工作，基本摸清了家底，为进一

步做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提供了数据资料，并认真做好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划转，促进产权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三是认

真开展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的调查和处理。

六、深入广泛开展调查研究

2003年年初，自治区财政厅组织调研组，赴甘肃、内

蒙古等省、区、市就财政管理与改革等情况进行调研，举办

了自治区部分地县财政局长财政管理与改革研讨会。4～10

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财政重点问题调研活动，经过周密

部署，组成 10 个调研组，由财政厅领导带队分期分批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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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地州市县乡，通过调查研究，开拓了视野，并撰写了

30余篇有价值的调研报告，其中财税政策研究、新疆执政

成本等一些重要课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供稿，张须华执笔）

新疆 生产建设兵 团

2003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实现

生产总值26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9%。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109.1亿元，增长8.4% ；第二产业增加值70.7亿

元，增长 13.3% ；第三产业增加值 88.9 亿元，增长

17.9%。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1.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9% 。全年进出口总额16.1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2%

（按海关统计口径增长29.6% ）。其中出口 8.6亿美元，增长

62.6% ；进口7.53亿美元，增长11.8%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

资10 781元，比上年增加2 687元，增长 33.2% ，扣除物价因

素，实际增长 32.5%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2.39 亿元，

比上年增长14.5%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5.4% 。

为进一步加强兵团的预算管理，支持兵团加快发展，发

挥兵团在新疆经济建设、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防巩固中

的特殊重要作用，2003 年，中央财政继续对兵团试行综合

财力补助预算体制，即每年中央财政统筹考虑兵团各方面正

常因素后核拨一定数量的综合财力，由兵团结合自身情况自

主安排使用。兵团按照财政部要求，本着统筹兼顾、综合平

衡、保证重点的原则科学安排预算支出，不断深化财务改革，

加强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工作，预算执行情况良好，较好地

支持和促进了兵团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发展。2003 年，全兵团

（兵团本级、师、团场）财务预算总收入131.86亿元，比上年增

长12% ；总支出123.86亿元，比上年减少3%。

一、国家财政对兵团的支持力度加大，兵团经

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

2003 年是中央财政对兵团试行综合财力补助预算体制

的第二年，兵团在继续抓好补助预算管理体制落实的同时，

在农业行业经费法定增长、小城镇建设、国有企业关闭破产

补助、团场税费改革试点、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事业等方面

得到了国家财政给予的大力支持。在此基础上，兵团继续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一是以团场财务管理为核心，进一步深化

农牧团场改革，围绕“经济上扩大职工经营权，政治上扩大

基层民主”，促进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二是认真贯彻兵团

《关于深化国有工交建商企业改革的意见》，围绕产权制度改

革和加强企业国有资本管理，进一步加大了国有资产重组和

结构调整力度。2003 年，兵团国有工交建商企业改制面已

达70% ，国有小企业改制面已达 80% 以上。冠茸果业、青

松建化、新赛股份三家公司成功上市，募集社会资金 7 亿

元，使兵团控股的上市公司达到11家，总股本 20.11 亿股，

累计募集资金36.72亿元。三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展

较快，兵团、师两级国有资产管理、营运、监督体系框架逐

步形成。兵团建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兵团国有资

产经营公司全年实现利润1.5 亿元。四是国有企业经营效益

较上年有显著提高。兵团预算内独立核算企业全年实现利润

净额7.95亿元，比上年增盈1.25亿元，其中农业利润净额

4.04亿元，比上年增盈5 500万元。

二、加强制度建设，做好社会保障财务工作

（一）严格管理防治“非典”专项资金，确保抗击“非典”工

作顺利进行。结合兵团“非典”疫情不确定因素，兵团决定对

中央财政拨付的“非典”防治专项经费采取集中管理、统一使

用的办法，由兵团“非典”防治办公室统一制定专用设备的采

购计划及按照政府采购程序实行统一政府采购，专用设备实

行统一管理，集中使用，年底的资金按照各师年内“非典”防治

支出情况进行补助。兵团对“非典”防治经费要求分级管理、

分级负担。2003 年，全兵团用于防治“非典”专项资金5 900万

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1 000万元，兵团自筹4 900万元，确保

了防治“非典”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

（二）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离休干部离休

费、医药费的通知，建立了兵团离休干部“三个保障机制”。

2003 年，兵团财务局会同老干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部

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央的相关政策，制定了

《关于切实保障离休干部离休费、医疗费的实施意见》。该意

见对离休干部离休费、医疗费保障办法、财政支持办法及责

任与监督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要求各级党委、行政要从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讲政治的高度，认真抓好落

实，确保离休干部离休费、医疗费按时足额发放和按规定报

销，不再发生新的拖欠。同时，对离休人员的人数、离休

费、医疗费的开支水平等指标进行了测算，并根据测算的数

据编制了预算，对全兵团离休人员离休费、医疗费按时足额

发放和按规定报销起到了重要作用。自2003 年 6月 1 日起，

兵团离休人员离休费已由兵团、师两级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统

一发放，杜绝了发生拖欠的现象。

（三）强化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兵团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严格按

照《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暂行条例》和《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的规

定，采取多种措施，强化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建立欠费企业披

露制度，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督促欠费单位按照规

定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2003 年兵团在农业普遍受灾的情

况下，基金收缴率仍然保持了较高水平，确保了企业离退休人

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同时，不断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

杜绝养老金冒领现象，实行养老金全部社会化发放。

（四）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资金财务管理制度。根据财

政部要求，结合兵团实际情况，兵团制定并下发了《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社会保障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主要包括社

会保险基金、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

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五项内容，明确了

社会保障资金的保障对象、标准、范围、拨付程序及办法以

及预、决算的管理。同时，还建立了社会保障资金日常财务

报表制度，并把它作为年终考核评比的重要依据。

三、以预算管理为核心，兵团财务改革取得实

质性进展

在国家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新形势下，兵团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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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与兵团担负职责和性质相适应的预算管理体制，为兵团

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提供切实的保障。2003 年兵团大力推进

财务改革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一是三级预算管理体制框架

已建立，团场非经营预算管理、团场集中核算、连队报账制

工作普遍得到加强。二是开展部门预算试点工作，加强总预

算会计核算工作，建立了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制度。三是兵

团、师都建立了机关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中心。四是统一采购

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成绩显著，2003 年全兵团采购资金节

约率达12.3% 。五是抓好调查研究。先后组织了财务改革

措施落实情况、兵团内部收入体制、社保资金管理使用、团

连管理费收支和职工负担情况及农业综合开发等专项调查，

并以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兵团近年来的财务情况进行

了综合分析，及时提出并调整了相关的财务政策。

四、积极争取国家财政政策和资金支持，大力

发展兵团经济

一是及时组织力量对所得税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经财

政部批准，“十五”期间兵团上市公司上缴企业所得税中央

收入全额返还兵团，兵团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中兵团国有

资产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由兵团集中纳税。二是在国有企业破

产、解决供销社系统政策性挂账、争取基建财政贴息资金、

落实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支持国有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方面争取了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三是积极安排资金，支持

兵团党委确定的小城镇建设、推进危旧房改造等工作。2003

年，38个小城镇建设完成投资6.5亿元，4个新建市完成投

资2.47亿元，农牧团场职工危旧住房改造完成投资 2亿元。

四是抓好国债专项资金、世界银行贷款、外国政府贷款的还

贷及管理工作。2003 年，争取基本建设贷款财政贴息1 476

万元，累计核减世界银行贷款利息1 700多万美元，归还世

行贷款4 050万元，新增外国政府贷款3.44 亿元。五是认真

开展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大检查工作，对兵团本级和 6 个师

19个团场2000～2002 年农发项目资金管理与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了专项检查。同时，积极督促各师及项目单位有计划地

归还到期的中央财政有偿资金5 108万元。

五、农牧团场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根据国务院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的总体要求，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 2003 年 6 月 15 日起在自治区全面

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兵团团场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也

同步展开。在试点工作中，兵团认真分析把握兵团特殊管理

体制、职工负担的特点、形成原因以及与地方农民负担的区

别，通过对税费改革所涉及到的一系列指标进行摸底、调

查、测算，制定了《兵团农牧团场税费改革试点方案》，并

得到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和自治区在政策上和中央财

政转移支付上的支持。试点方案本着统筹兼顾、区别对待原

则，合理确定对各师团的转移支付资金，通过对农业职工现

金直补的方式确保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落实到职工减负

上，得到了国务院税改办肯定。为防止职工负担反弹，还协

调编办、工会、审计、教育等部门，在规范团场对职工的收

费管理、精简团场机构和人员、精简和优化中小学教师队

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配套措施。兵团

农牧团场税费改革的初步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农牧职工负担有所减轻。通过调整农业税计税价

格、团场计税常年产量，调整农业特产税、牧业税政策和

“两工”政策，免征农业三税正税附加。特别是在国务院税

改办支持下，通过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给兵团1亿元用于

兵团农牧职工减负。据初步测算，兵团一线农牧职工户均较

改革前平均减负 232 元，亩均减负 8.5 元，综合减负约

4%。
（二）规范了团场财务核算。初步建立了与兵团特殊事

权相适应的团场财务管理体制，对团场实行了非生产经营

（公共）预算和生产经营预算分账核算。具体做法是以合同

方式将职工上交利费实行政企分离，属企业性质的费用按其

用途在土地承包合同上逐项明确；属于应由政府承担的而目

前要依靠向农牧职工收取一定费用来弥补中小学经费、民兵

支出、优抚、计划生育等经费支出的，则在上缴利费中按具

体项目、金额明确；属于职工个人应负担缴纳的农业税、牧

业税、农特产品税和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等则明确职工个

人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由个人缴纳。将团场兴办的非经营

性各项社会事业收费，依据国家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审批管理

权限的有关规定和国家对政府性基金和集资的审批权限有关

规定进行清理，凡属取消的一律取消，团场办政府性公共社

会事业的资金缺口通过正常补助预算逐步解决。通过团场税

费改革使国家、团场和农牧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进一步得到

了规范。

（三）整体推进了各项配套改革。为确保职工负担不反

弹，兵团首先从内部挖掘潜力，在实施团场税费改革中按照

“精简机构，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压缩非生产性支出”的要

求，实施减人减事减支，合并连队，设立中心团场；归并过

多、过小、过散的事业单位，减少财政供养负担；调整团场

中小学布局；辞退临时聘用人员和代课教师，精简超编人

员，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压缩非生产性支出。通过这些配套

改革确保团场、连队两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牧团场教育

的必要经费，确保农牧职工减负。

六、突出重点，进一步加强财务监督检查工作

2003年，兵团各级财务部门与纪检监察、审计、计划

等部门密切合作，重点对国债建设项目、职工危旧房改造、

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煤矿安全生产投

入、中小学教育收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收支

两条线”管理、低保资金和其他专项资金等进行了财务监督

检查，及时纠正了违规支付及财务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其中

开展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清退中小学违规收费 39.05

万元；开展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检查，查出违

规资金274.17 万元；对个别单位发生的违规使用西部地区

外经贸发展促进项目资金 340.24 万元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查

处。在加强监督检查的同时，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推进依法

理财，先后制定下发了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农业专项资金管

理、企业办基础教育经费补贴、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等办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供稿，王 淼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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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财政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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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 区

2004 至2005
财政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

主席女士：

引 言

我谨动议二读2004年拨款条例草案。

2.2003 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在这年里，我们度过了

“沙士”冲击下的艰难时期，接着创造了经济迅速反弹的新

局面，在短短数月内扭转了市面的气氛。这凸显了我们香港

人顽强的素质，遇到逆境时有强大的抵御能力和复原能力。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我们不但坚毅不屈、同心同德，

而且勇于创新应变、善于把握机遇、永不言败、自强不息。

3.过去一年，也充分显示了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

的巨大优势。在战胜“沙士”后，我们随即签订了《内地与

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 CEPA），为香港

各行各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商机。香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将

优先打进全球最具潜力的内地市场，给香港的经济转型带来

巨大动力。“个人游”的实施和人民币业务的展开，进一步

促进了两地人、货、资金双向自由流通，加快了两地的经济

融合。这不但令市面迅速回复兴旺，更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

了良好基础。

4.我们背靠的祖国，是世界上现时发展最快的大型经

济体系。去年内地经济虽然受到“沙士”影响，但仍取得

9.1% 的强劲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4 000亿美元，人均

产值突破1 000美元的关口，创下历史性新高。随着国家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预计未来内地经济仍会继续高速增长，到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40 000亿美元。香港一定可以

配合祖国的强劲增长，贡献祖国，为国家改革开放尽一点

力。

5.不过，我们绝对不可忘记，香港是一个面向世界的

国际大都会。香港拥有大量联通国际的人才、企业、经验和

设施，我们要北望神州，亦要环视世界。香港一定要有这样

的胸襟和眼界，才可以继续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最佳商贸

平台。

6.这样的优势，源于“一国两制”。有人说，CEPA 是

中央送给香港的大礼，但正如温家宝总理去年访问香港时所

说，真正的大礼，是中央贯彻“一国两制”的坚定决心。香

港经济要再创高峰，最重要的是看我们能否充分巩固和发挥

“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并努力提高本港在全球化经济中

的竞争力。

发展方向

市场主导  政府促进

7.自由市场经济一直是香港成功的基石。我深信经济

发展应该以“市场主导、政府促进”为基本原则。我来自商

界，深知道企业的成功，离不开洞悉市场方向、灵活变通的

能力。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则主要是创造最有利营商的条

件，便利市场运作及促进市场发展。这包括：

·维持一个完善的制度架构，包括自由、法治、廉洁和

高效率的政府，安全和稳定的社会，良好的工作和居住环

境。
·提供一个有利营商的环境，包括维持贸易自由及资讯

流通自由，鼓动公平竞争，提升市场素质及人力资源素质。

·维持稳健的财政和金融体系，包括奉行审慎的公共财

政政策，维持可自由兑换及稳定的货币，以及健全的监管制

度。
·捍卫和促进香港的商贸利益，通过双边和多边经贸谈

判，为本地企业争取更佳的境外市场准入条件。

·提供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必要服务及设施，包括主要基

建网络，以及为弱势社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可以

过有尊严的生活。

8.我们会继续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同时亦确保政策

明确稳定、贯彻始终，有利投资者作出长远的商业决定。

振兴经济  促进就业

9.我在上任之后多次强调，振兴经济是我的首要任务。

在全港市民的努力下，市场气氛在短短数月间已有显著改

善。现时香港经济虽然好转，但就业问题仍然是我们要面对

的巨大挑战。要长远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必须协助香港经

济转型，提升竞争力，开拓市场，让私人企业有更大经营空

间。经济好了，投资增加，才会有更多就业机会。

10.有劳工团体向我表示，担心经济复苏未必一定能改

善本地就业情况。其实这现象并非香港独有。全球经济一体

化令竞争加剧，制造业的生产线甚至服务业都可能搬到成本

低和竞争力强的地方，造成职位流失。行政长官在1月发表

的《施政报告》中，提出了短期和针对性的纾缓失业措施。

我已取得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的批准，拨款约 12 亿元，延续

11 000多个临时职位，以及为青少年提供见习就业、技能培

训和自雇支援机会。我亦预留5 000万元，设立青少年持续

发展及培育基金。政府在面对财赤的同时，仍决心推出这些

就业措施，充分显示我们对就业问题的重视及承担，贯彻政

府“应用则用”的原则。政府亦会加强就业辅导和培训，全

力打击非法劳工，维护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

11.振兴经济和促进就业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

两者息息相关，紧扣互动。新成立的“经济及就业委员会”，

吸纳了不同界别的人士参与，让政界、工商及劳工团体和学

术界一起讨论经济和就业的重要议题，集思广益，共同就不

同政策范畴作出协调和取舍，营造共识。这个改善施政的新

尝试，将有助政府与社会各界更紧密合作，从而推动经济活

动、鼓励投资、方便营商及增加就业机会。

*  本文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于2004 年 3 月 10 日动议

二读2004 年拨款条例草案的演讲词

结合内地优势  把握紧密经贸

12.CEPA的签订，是“市场主导、政府促进”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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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体现，也是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的最好例子。国家经

济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后，企业与个人对优质服务及货品的需

求更为殷切。在这关键时刻，CEPA 开启了香港与内地全方

位经济合作的新阶段，同时为本港和内地带来无限机遇，造

就互利多赢的局面。CEPA 亦为外国跨国企业提供了借助香

港开拓内地市场的机会。香港作为双向商贸平台的地位将会

大大加强。这不但为本港经济注入新活力，亦有助经济转

型，并增加就业机会。

13.现时本港有374类产品可以免关税输往内地，其余

货品亦将在不迟于 2006 年 1 月 1 日享有零关税优惠。自

CEPA 实施短短两个月以来，已批出超过300 份 CEPA 原产

地证书，受惠货品货值约一亿五千万元。

14.零关税优惠使香港产品进入内地市场时，较海外产

品更具竞争力。这将吸引一些品牌产品在本港生产，并可吸

引高增值及知识产权含量高的制造工序在本港进行，促使香

港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迈向高增值、高科技的多元化产业

发展。

15.此外，CEPA 对香港18个主要服务行业，包括专业

服务、银行金融、零售分销、通讯视听及物流等，提供了远

优于中国对世贸承诺的市场准入优惠，使香港专业人士及公

司可以一马当先开拓庞大的内地市场。这同时有助我们吸引

投资，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亚太地区主要商贸及服务中心的

地位。香港永久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亦可在广东省以个体户

形式经营零售生意。

16.上月在北京举行的专业服务会议，就专业资格互

认、执业条件等多方面取得良好进展。我们会继续与内地就

专业资格互认，以及各服务行业的准入门槛进行磋商，以方

便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大展所长。

17.政府十分重视 CEPA 的成功落实，定会在各个环节

上全力配合。在实施初期，我们可能会在执行细节上遇到一

些困难。若业界发现有哪些环节出现樽颈或行政障碍，请立

即向政府反映，内地和香港定必尽快处理。我们亦会继续与

业界讨论如何制订适当政策和措施，让本港各行各业可从

CEPA 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18. CEPA 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平台，我们会继续努力为

业界巩固和扩大这个平台，为业界提供更好的起飞条件。从

CEPA 这个起飞平台向前瞻望，前途无限，但如何闯出成功

之路，则有赖各业界人士自己抓紧机遇，各展所长。

19.可以预料，CEPA 将使香港与内地，特别是与珠三

角的经济合作加快。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成立的 15 个专责小

组分别就专注的领域展开了工作。为了增强整个大珠三角区

的竞争力，我们将致力完善区内的经济基建。已动工的深港

西部通道和落马洲/皇岗口岸新跨界行车桥等，将进一步促

进粤港两地的人流货流。规划中的港珠澳大桥，将进一步拉

近香港与腹地之间的距离，并同时有助拓展粤西的新机遇。

粤港经济合作正代表一个强势的制造业基地与国际金融、贸

易、航运、物流及高增值服务业的结合。大珠三角地区的优

势是独特而全面的。未来香港这个具世界级竞争力的商贸平

台，将扮演重要角色，关键是我们如何把握 CEPA 的发展契

机。

20. CEPA 的机遇不单局限于广东省。我们在去年10月

召开了沪港经贸合作第一次会议，在CEPA 框架下，加强与

上海市的经贸联系，同创商机。香港与上海有很深的人缘关

系，我相信在优势互补的前提下，定能进一步发挥两地的合

作优势。我们亦继续促进与其他省市的经贸合作，优势互

补，共同创富。

投资教育培训  汇聚各方人才

21.一个经济体系的竞争力是强是弱，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当地的生产力与人力资源素质。人才是香港最宝贵也是

惟一的资源。香港经济要迎接21 世纪的挑战，必须更有效

培育人才和吸纳人才。随着香港走向知识型经济，我们需要

更多掌握两文三语，视野广阔，具备良好沟通、分析、创意

和应变能力的人才。我们会透过加强培训及再培训工作，助

人自助，提升工作人口的知识和技能。

22.虽然政府现正面对庞大财赤，但仍会继续在教育方

面投放大量资源。2004 2005 年度教育开支达595 亿元，占

政府开支的23% ，相比1996/1997 年度的379亿元，大幅增

加57 % 。我们会继续投资教育，致力提升教育素质。

23.世界各地都在争相招揽人才，以应付全球一体化竞

争的挑战。以往本港对输入内地专才有很多限制，不利发

展。随着香港和内地的经济日趋融合，香港需要更多内地人

才。他们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熟悉内地市场和文化，对拓展

内地市场有极大的帮助。这些人才在经过香港进一步培训及

扩阔了视野后，将会成为着眼于内地市场的本港机构及以香

港为基地的外国公司的宝贵资产。

24.去年7月中，政府推出“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基

本上统一了内地人才与其他地区人才的入境条件，使本港企

业有机会吸纳内地精英。截至本年2月底，入境事务处共收

到约2 400份申请，并已批准超过1 950名内地人才来港工

作。由我亲自主持的小组，会确保审批过程顺畅，以便香港

可以更积极招揽人才。提升人力资源素质，有助吸引投资，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开拓两地金融合作  巩固金融中心地位

25.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内地与世界接轨的平

台。我们会致力巩固这个地位，并且进一步加强作为国家首

要集资中心的角色。香港金融市场的最大优势，在于市场素

质。内地和其他地方的企业来港上市，在得到所需资金的同

时，亦可确立它们已达到国际上市标准。截至本年 2 月底，

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数目已超过260 家，总市值近19 000

亿元。香港证券市场已成功为内地企业筹集超过7 900亿元

的资金。

26.为配合市场发展，我们会不断完善监管机制，其中

一项重点工作，是提升企业管治水平，以确保香港与国际标

准看齐。我们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和香

港交易及结算所（港交所）共同努力，推行了多项加强企业

管治的措施。我们会继续落实“企业管治行动纲领”内的其

他措施，并推行有关加强监督核数师和提高财务报告素质的

建议。

27.有关改善规管上市事宜，政府已完成咨询，意见普

遍支持扩大现有的“双重存档”制度和赋予重要的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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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地位。我们现正积极与证监会及港交所商讨有关细节和

实施时间表，并于本月底前发表咨询结果和有关落实改善建

议的工作计划。我们预期在明年初提出有关的法例修订建

议。

28.中央政府同意香港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这不单是

香港银行业的突破，也是本港与内地金融业合作，以至两地

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目前共有35 家香港银行提供

人民币存款、兑换及汇款服务，在香港的人民币存款总额已

超过20亿元人民币。至于内地访港旅客使用人民币信用卡

在香港签账的数额，平均每天达 260 万港元，而且正在不断

上升。在人民币业务建立稳固的基础后，特区政府会与内地

磋商进一步扩展其范围。

29.行政长官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政府会致

力推动香港成为世界级资产管理中心。我们正透过财经界人

力资源咨询委员会，研究如何鼓励业界及大专院校，共同携

手加强本地资产管理人才的培训，从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资

产管理中心的竞争力。我们亦会继续改进规管法例和机制，

以建立更好的市场环境，方便推出新的投资产品和便利国际

资金进入本地市场。我们也正与业界商讨实施豁免离岸基金

缴交利得税的细节安排和法例修订。

30.香港的银行体系和股票市场发展蓬勃，惟独欠缺一

个成熟的债券市场。现时在香港未到期的债券总值，只约占

本地生产总值的 45% ，而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比率高

达150% 。为了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们

有必要加强发展债券市场，提供多元化的投资工具与集资

渠道，吸引更多海外资金流入，并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稳

定。

31.政府已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包括提供金融基础

设施、简化发行程序及提供税务优惠等。要进一步深化债券

市场的发展，我们必须扩大债市的规模、品种和流通量。除

了扩展发行零售债券的渠道，政府亦会继续鼓励公营机构发

债，并且自行发行不同性质的债券，包括证券化债券和政府

债券。这将有助增加投资者的选择，促进本地债券市场的发

展。我稍后会详细讲述政府的发债计划。

促进旅游业  推广好客文化

32.本港旅游业在去年年中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后，已

显著复苏，去年访港旅客总数达1 550万人次。虽然这数字

比2002年下降百分之六，但仍是第二最高的纪录。这主要

得利于内地市场持续增长，以及“个人游”计划实施。“个

人游”计划已推行至北京、上海和广东省大部分城市，并会

在今年5月扩展至整个广东省，届时约有1亿名内地居民有

资格来港作“个人游”。特区政府会继续与内地磋商，争取

将“个人游”的范围，扩展至更多省份及城市。香港旅游发

展局会加强在内地的推广工作，提升香港作为亚洲首选旅游

目的地的形象。

33.旅游业兴旺，人气也随之兴旺。这会改善整体市场

气氛，刺激本地消费，带动相关行业发展，有助创造就业，

特别是非技术人士的就业机会。我计划额外拨款约9 500万

元，进行各项旅游业推广及培训的工作。

34.旅游业的发展，有赖全港市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要

保持香港大都会的魅力和购物天堂的美誉，并确保产品货真

价实，吸引各地人士来港消费。我们会积极保护知识产权，

严厉打击冒牌货。此外，我们会继续向旅游从业人员及市民

大众推广好客之道。具体措施包括对酒店、旅游及运输业的

服务素质审核，扩展香港旅游发展局的优质旅游服务计划，

以及举办研讨会及推广活动，让市民更深入认识好客文化的

重要性。

35.由香港旅游发展局推行的“旅业英才实习计划”，

成绩斐然。该计划旨在协助毕业生投身旅游业，过去两年已

培训接近300 名旅游业人才。我们会延长实习计划两年，以

培训更多旅游业人才。

36.我们会进行一系列研究，以制订旅游业的未来发展

策略，研究范围包括水疗度假村等项目的发展潜力。我们亦

会开展东平洲及吐露港的优先基建项目。

37.此外，我们会继续鼓励各社区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

活动。这些活动不但可促进本土经济，亦可吸引本地及外来

游客。

鼓励创意创新  发展高增值产业

38.随着香港逐渐迈向知识型经济，本港工业亦需要有

新思维和新观念，突破传统，迈向高增值。政府会积极鼓励

研究开发、创新和设计，以协助产业走高增值路线，尤其注

意协助产业从原设备生产模式，转型到原设计生产和自创品

牌生产模式，发展高增值成品。我们亦为工业界提供支援，

以提升他们的竞争力，包括提供具价格竞争力的土地，提供

全面的标准及合格评定服务，积极向外地和国内企业推介

香港的品牌，以及特别为中小型企业设立贷款及支援计

划。
39.从《如来神掌》到《英雄本色》到《无间道》，从

《老夫子》到《牛仔》到《麦唛》，从时尚的珠宝、钟表及时

装到新颖的产品设计，本港的创意产业已打出了名堂，屡创

佳绩。我们的演艺界已闯进了荷里活，CEPA 更为香港电影

业打开了庞大的内地市场。政府会继续鼓励各项创意产业，

并积极保护知识产权，为富创意、创新及高增值行业提供蓬

勃发展的环境。

40.设计是产品的灵魂。优秀的设计，可使本港工商业

脱胎换骨，大大提升本地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我们需要加

强对设计及创新发展的支援，以促进本港的产品设计活动，

进一步发展香港品牌。因此，我们准备设立一个二亿五千万

元的基金，推出“设计智优计划”。这计划包括培植新兴的

设计企业、训练设计和建立品牌方面的人才，以及推广和表

扬优秀的设计。计划亦包括成立“创意及设计中心”，汇聚

各方设计人才。我们期望借此为本港各行各业加入高增值、

高知识产权和高创意的元素，使香港成为区内优秀设计中

心。

41.我们稍后会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提出拨款申请。此

外，为了配合这项计划，我们会把有关研究开发支出的利得

税扣减适用范围，扩展至与设计活动有关的支出。有关法例

会尽快提交立法会审议。

协调经建项目  促进物流发展

42.大屿山的发展对香港的未来非常重要。预计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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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将重点发展大屿山的经济及基建项目。行政长官

在本年1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协调发展大

屿山经建项目专责组”，从宏观大局出发，为大屿山的未来

发展制订总蓝图，统筹大屿山的经济及基建发展，确保各项

目能够在有利本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平衡环境、社会及经

济各方面的考虑因素，并使项目更快推进，按时完成。我已

在2月中召开了专责组的首次会议，并初步选定几项发展建

议。
43.物流业是香港重要行业之一，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我们必须加强香港作为亚洲首选国际物流枢纽的地位。专责

组已决定尽快在大屿山发展增值物流园，提供“一站式”综

合物流服务，吸引更多高增值货物流经香港。我们亦会积极

扩展跨境运输网络及其他基建设施，以配合物流业的长远发

展，令本港在周边地方物流业和港口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维

持我们的竞争力及优势。

44.在空运方面，香港的国际货运量，居全球首位。机

场管理局（机管局）正积极与个别的珠三角机场（包括深圳

机场及珠海机场）商讨具体的合作方案。这些方案的目的，

在于吸引更多的珠三角客货运以香港国际机场作为其连接世

界各地的门户，从而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及地区航空中心的地

位。

经济回顾与展望

2003 年经济回顾

45.本港经济去年在“沙士”冲击下，在第二季急剧逆

转，但随后出现 V 型反弹，第三季回复可观升幅。2003 年

全年合计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长达 3.3% ，较 2002 年的

2.3% 有明显改善。

图一  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46.本港对外贸易持续强劲，全年货物总出口及离岸贸

易实质分别激增 14.2% 及 16.5% 。旅游业在“沙士”过后

已显著反弹。本地消费于去年下半年续有改善，而投资开支

亦于年底扭转跌势。物业成交渐见畅旺，负资产宗数亦已从

高峰期的约106 000宗下降至约60 000宗。

47.就业情况持续向好。失业率由去年中高峰期的

8.7% ，持续下降至今年年初的 7.3% ，失业人数减少了

64 200人。失业情况仍然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但多个行业

的就业人数及职位空缺已明显增加。通缩亦渐见缓和，综合

消费物价指数的按年跌幅由去年12 月的 1.9% ，进一步收

窄至今年1月的1.5% ，去年全年跌幅则平均为2.6% 。

图二  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

图三  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及本地生产

总值平减物价指数

2004 年经济展望

48.展望今年，外贸应可维持稳健增长。近期的数据显

示，外围经济环境普遍持续向好。美国经济近月依然强劲，

前景保持乐观。欧盟经济在今年的增长应可大致维持，甚至

会加快。东亚地区方面，多个国家及地区近期爆发禽流感，

令区内经济蒙上一些阴影，但在出口前景普遍仍然乐观之

下，相信禽流感不会对区内整体经济造成很大打击。美元偏

弱和香港成本价格大幅下调，加强了对外竞争力，将有利香

港出口表现。至于服务输出，由于内地旅客的“个人游”计

划持续扩展，而来自其他地方的旅客亦逐渐回升，今年的访

港旅游业将会更为蓬勃。此外，离岸贸易及专业服务的增长

预计仍然可观。

49.本地需求方面，消费和投资气氛近期均已明显好

转。银行流动资金充裕，利率低企，就业情况改善，以及资

产价格反弹，均对需求产生刺激作用。预计今年的本地需求

会较去年为高。

50.整体而言，2004 年的经济复苏势头相信会更为稳固

和全面。本地生产总值今年可望有6% 的实质增长。通缩则

会进一步改善，预计全年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的跌幅将会显著

收窄至1% 。随着整体经济改善，就业机会将会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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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直至目前为止，禽流感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只局限于

禽类的饲养、进口和销售行业，估计对香港整体经济的影响

应只属轻微。特区政府已经有一套全面计划，应付禽流感可

能出现的不同情况。

中 期 展 望

52.我们已为经济的进一步改善打下了稳固基础。发展

势头是良好的，而香港的中期经济展望依然向好。中国经济

持续高速增长，市场不断对外开放，将为香港带来大量商

机。CEPA 的实施，将有助香港企业进一步拓展内地市场。

香港与其他亚洲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预料会进一步增强。

这些正面因素，加上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有利香港经济往

后几年的发展。

53.鉴于2004 年的经济前景相当乐观，而其后 4 年的

经济亦可望平稳发展，中期经济实质趋势增长预测为

3.8% 。通缩预计会逐步消除，因此本地生产总值平减物价

指数的中期趋势升幅预测为0.7% 。综合起来，中期经济名

义趋势增长预测为4.5% 。

54.不过，我们仍须留意若干变数，包括美国经济在今

年总统大选后的动向，美国利率及美元汇率的走势，欧盟经

济往后的景况，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这些因素的转变均会

影响全球经济气候以至香港经济的中期前景。

公 共 财 政

审慎理财  力求收支平衡

55.纵使我们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审慎乐观，我们仍须处

理严重的财赤问题。稳健的公共财政，对货币和金融体系的

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以至整体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我会

致力遵行《基本法》所列明有关审慎理财的重要原则，即量

入为出、力求收支平衡。此外，我亦致力奉行简单低税制，

以及维持金融体系的健全和稳定。

56.去年10月 22 日，我在立法会宣布我已订下有关达

到收支平衡的新目标。这已顾及去年“沙士”爆发对经济活

动的影响。政府会严格控制开支，并有决心在2008/2009 年

度把政府经营开支减至2 000亿元。我们亦会致力在 2008/

2009年度恢复经营账目收支平衡和综合账目收支平衡。此

外，基于“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我亦承诺将公共开支

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控制在20% 或以下。

57.在制订我首份财政预算案期间，我咨询了市民、各

位议员及多个团体，并特别设立预算案网页，以电邮方式直

接收取市民的意见。其中不少意见都很务实和有建设性，部

分亦甚有创意。我小心聆听大众的诉求，了解到市民对政府

施政仍有不满，不少人仍面对经济调整所带来的痛苦。行政

长官在一月发表的《施政报告》表示，在推动经济转型和振

兴的同时，要致力让市民休养生息。为贯彻这个目标，在税

收方面我不会提出大变动，以免影响经济复苏的势头。我会

以务实进取的态度，力求在削减财赤和维护民生之间取得适

当的平衡。

2003/2004 年度结算

58.我预计2003/2004 年度政府支出总额为2 529亿元，

收入共有2 039亿元，财政赤字为490亿元，相等于本地生产

总值的百分之四。赤字少于我在2003 年 10 月所估计的 780

亿元，主要是因为财政储备投资收益、利得税及印花税收入都

较先前估计为高。同时，各部门继续精简架构和工序，因而本

年度的开支比预期为少。预计在本年3 月 31 日的财政储备

会下降至2 664亿元，相等于13个月的政府开支。

经营开支预算

59.政府的开支账目分为经营开支和非经营开支。经营

开支是维持政府日常运作及提供所需服务的支出，对政府财

政有长远的影响。我们必须严格控制这方面的开支。过去5

年，以本地生产总值平减物价指数计算的累积通缩达20% ，

但政府经营开支却增加 12% 。在严重财赤的情况下，政府

经营开支仍然不断膨胀，我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将这情况扭转

过来。

60.为要控制经营开支，达到在 2008/2009 年度减至

2 000亿元的目标，我已订下 2004/2005 及其后 4 个年度的

政府经营开支指引，以循序渐进、非一刀切及务实的方式，

逐步达到这目标。未来几年的开支指引如下：

财政年度  经营开支（亿元）

2004—2005  2 122

2005—2006  2 106

2006—2007  2 071

2007—2008  2 035

2008—2009  2 000

61.根据我在去年10月 22 日的估计，为要达到将政府

经营开支由2003/2004年度的2 180亿元，削减至2008/2009

年度的2 000亿元的目标，在 2004/2005 年度的经营开支预

算应该是2 144亿元。虽然预防疫症及延续短期就业等措施

会带来额外的财政承担，而去年制订预算案时并没有将这些

开支计算在内，但我仍将2004/2005 年度的政府经营开支，

维持在去年预算案订下的2 122亿元水平。这显示我们精简

架构、善用资源的决心。

62.很多市民向我表示，政府要“先节流，后开源”。

我非常同意政府必须身体力行，先要严格控制开支，然后才

考虑增加税收。

63.为了达到“节流”的目标，我们已经展开了精简政

府部门架构的工作。公务员编制已由2000 年初的198 000个

职位减至现时的172 000个，并将会在明年 3月底进一步减

至约166 500个职位。我们的目标是在 2006/2007 年度把公

务员编制削减至约160 000个职位。至于公务员薪酬方面，第

一期减薪已于本年1月落实，第二期减薪将于明年1月实施。

当然在推行这些措施时，我们会尽力维持公务员的士气，因为

一支稳定的公务员队伍是香港长远发展的重要一环。

64.在节流的同时，政府会透过效率提升，以更少的资

源提供更多服务，并确保必要的服务不会受影响。去年政务

司司长委派行政署长与效率促进组专员，统筹研究政府如何

更善用资源，避免浪费。各政策局局长相继提出多项检讨项

目，包括重整服务优次、精简架构、减省不必要工序等。这

些管理措施不但为政府节省开支，亦使公共资源得以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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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政府会继续推行各项节约措施。

65.我很高兴社会大众普遍认同节流的方向，并为解决

财赤问题，表现出共同努力、共同承担的精神。作为财政司

司长，我需要分配资源；这工作相当艰巨。社会的资源有

限，当某些政策范畴获得较多资源，亦即表示另外一些范畴

的资源会有所减少。不过，为了消除持续而庞大的赤字可能

引致的不稳定情况，各部门都需要同心协力、共同作出承

担。在此我要感谢各同事的谅解和配合。

贡献社会  共同承担

66.我了解大众对教育及社会福利开支的关注。政府对

投资教育及对弱势社群的承担是不会动摇的，但与此同时，

我们亦必须确保资源得到最有效运用，并提供机会让私营机

构出一分力。

67.教育方面，在大专院校推行的等额津贴计划，反应十

分良好。至于社会福利方面，社会服务机构不遗余力，推动企

业社会责任，鼓励商界参与社会事务，实在值得赞扬。举例来

说，在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推出的“商界展关怀”计划下，多个工

商机构以不同的方式对社会表达关怀，惠泽社群。

68.我在上月出席公众咨询大会时表示，我会以信心、

爱心及公平为原则去制订预算案。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

我亦十分关心社会的发展。虽然政府现时财政紧绌，但我们

仍会额外预留二亿元一笔过的拨款，推动政府、商界和社会

福利界的伙伴关系，以及鼓励工商机构参与扶助弱势社群。

卫生福利及食物局会与社会福利界商讨，研究如何善用这笔

拨款，以发挥最大的成效，例如以按额资助抑或其他方式，

鼓励社会福利机构争取工商界参与。我希望藉此鼓励社会各

界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合力建立一个团结和谐、充满关怀爱

心的社会。

非经营开支预算

69.至于非经营开支，主要是投放于基建等投资项目。

我们会继续致力提供高质素的基本建设，以加强本港作为国

际贸易、交通及通讯枢纽的吸引力，及配合未来发展所需。

70.2004/2005年度政府非经营开支预算为 465 亿元。

在未来5 年，非经营开支平均每年为430 亿元，其中约290

亿元会预留作为工务工程费用。

71.我们去年提出在公营部门与私营机构合作的范畴

下，引进私营机构斥资兴建及管理康乐文化设施的试点计

划。民政事务局已选取两项计划，一项在将军澳兴建冰上运

动中心、保龄球中心及市镇公园，另一项是于观塘兴建康乐

文化中心。我们已拟订这两项工程的发展大纲，并计划在咨

询有关区议会及取得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支持后，邀请私营机

构斥资兴建及营运这两项计划的设施。此外，我们已因应多

位议员的建议，进一步扩大公私营机构伙伴合作试点项目的

范围。我们刚完成私营机构参与沙田滤水厂重建计划的初步

可行性研究，结果令人鼓舞。这项计划的工程费用约为 60

亿元，我们现正根据该项可行性研究的结果，考虑下一步的

计划。

开 支 分 配

72.我们预计 2004/2005 年度政府的整体开支总额为

2 587亿元，其中教育、社会福利、卫生及保安占整体开支

约六成。至于开支细项方面，教育占 23% ；社会福利及卫

生共占26.4% ；保安占 10.5% 。我们在制订未来的开支分

配时，会继续考虑社会需求的优先次序。

收 入

以民为本  休养生息

73.我们在去年的财政预算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开源

方案，以纾缓财赤的压力。很感谢市民和议员的理解和支

持，使绝大部分的开源建议得以落实。除了将在 2004/2005

课税年度开始生效的有关薪俸税、物业税及非法团业务利得

税的第二阶段调整外，其他措施均已全面实施，并将会为政

府每年带来接近130亿元的收入。

74.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我不建议进一步增加薪俸

税、利得税或其他税项，让市民可以休养生息，企业能够固

本培元，同时亦为我们的经济创造持续复苏的有利条件。我

亦理解部分人士要求政府减税的诉求，但在目前政府财政紧

绌的情况下，我们实在没有大幅减税的空间。

75.在差饷方面，我决定将征收率维持在 5% 的水平。

由于应课差饷租值于去年平均下跌 8% ，绝大部分物业在来

年须缴付的差饷额将下降。撇除去年第三季实施的差饷宽免

的影响后，预计超过 90% 的差饷缴纳人在下年度的差饷负

担，将平均减少11% 。

延长薪俸税居所贷款利息扣除

76.为了减轻供楼家庭的负担，政府在1998/1999 课税

年度，引入了为期5 年的薪俸税居所贷款利息支出扣除的安

排。

77.在制订预算案期间，很多市民建议我延长居所贷款

利息支出五年的扣除期限。由于按揭利率在近年处于低水

平，加上楼价自这项扣税优惠引入后亦下降了四成，置业人

士在贷款利息方面的负担已较数年前减轻了许多。他们在近

年申请的利息扣减的平均数额亦不断下降，去年的平均申请

扣减额为30 000元。虽然目前一般纳税人在居所楼宇按揭方

面的负担已经减轻，但考虑到不少供楼的家庭现时仍然面对

相当的财政负担，我建议把这项扣税优惠的期限延长两年，即

由5 年延长至 7 年，最高扣减额维持在每年100 000元，并由

2003/2004课税年度起生效。这项宽减措施将会令政府在5

年内减少46亿元的税收，估计将会有数十万纳税人受惠。

延长超低硫柴油税优惠

78.超低硫柴油税是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政府于数年

前把超低硫柴油的税率订于每公升1.11 元的优惠水平，目

的是鼓励运输业使用较环保的燃料。其后鉴于经济转弱对运

输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数度延长了这方面的税务优惠，

有效期至本月底。换言之，按原来计划，有关税率将于4月

1 日起，回复至每公升2.89 元的水平。

79.不过，现时经济刚开始复苏，运输及其他有关行业

仍然面对不少困难，我决定再延续这项优惠至本年年底。在

这期间，超低硫柴油税税率会维持在每公升 1.11 元。这项

建议会令政府收入在2004/2005年度减少接近九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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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收入  用者自付

自订车牌号码计划

80.我建议一个增加政府收入的计划。这计划不会影响

民生或营商活动，却为车主提供更佳的选择。我们将在现有

车牌号码的编配和拍卖安排以外，推出一项全新的自订车牌

号码计划。新计划的特色，是车主可自行选择喜欢的车牌号

码，经运输署审批及透过竞投后，便可采用这些特别的车牌

号码。为了增加车主的选择和计划的吸引力，运输署将大幅

放宽对参与计划的车牌号码式样的限制。在新计划下，车牌

只要是不多于八个数字及英文字母的组合便可。

81.运输署正在密锣紧鼓筹备这项新计划，希望在今年

年底前正式接受申请。我们估计新计划可为政府每年带来

7 000万元的额外收入。运输署署长将会在稍后解释有关详

情。

82.政府会就以上有关居所贷款利息扣税的宽减、超低

硫柴油税优惠，以及自订车牌号码计划等建议，尽快向立法

会提交有关的条例草案和决议案。

政府收费

83.政府收费是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而收费的基本原

则是“用者自付”。

84.政府自1998 年起冻结大部分收费，作为经济困难时

期减轻市民负担的特别措施。在2000/2001 年度，鉴于当时经

济环境逐渐好转，政府建议对部分不影响民生的收费项目作出

调整，但最终只有约六成的加费建议获得立法会通过。

85.有许多人虽然同意“用者自付”原则，但当政府根

据这原则提出具体调整收费的建议时，却又强烈反对，结果

就是纳税人要更多地津贴个别服务使用者。以入境签证费和

收集及处置商船排放的油类废物费用为例，现时纳税人须分

别津贴有关成本的 77% 和 56% 。这对纳税人来说，并不公

平。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实在不可取。根据“用者

自付”原则，我们有责任要减低一般纳税人为个别服务，特

别是一些不涉及民生的服务而提供的补贴。

86.政府会继续严格控制成本，尽量减少增加收费的需

要。我们会就调整政府服务的收费水平，征询议员的意见。

首先处理的是不会直接影响民生或一般营商活动的收费，例

如上述的两项费用。由于各部门努力减低成本，有部分政府

收费有下调空间，我们会作出相应减费的建议。我希望议员

能够本着公平、客观的原则，考虑各项调整收费建议。

“环保税”

87.在预算案的咨询过程中，不少人向我建议应对一些

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或货品征收“环保税”，以鼓励保护环

境和增加税收。我赞同在某些环保范畴，除了需要透过教育

工作，提高市民环保意识外，也可借着财政措施改变污染行

为，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

88.其实，基于环保考虑，政府就不同的燃料征收不同

的税款，例如政府没有向车用石油气征收燃油税，目的是鼓

励柴油的士及小巴车主改用石油气的士及小巴，以改善空气

质素。最近，环境运输及工务局提出征收建筑废物处置收

费，目的便是根据“污染者自付”原则，透过收取费用，促

使减少产生建筑废物和将废物筛选分类。该局亦正研究如何

能减少弃置于堆填区的旧车軚数量，以及鼓励将这些车軚循

环再造。环境保护署正与业界探讨不同方案的可行性，其中

一个方案是征收一项车軚税。该署将于年内定出具体方案，

就这课题正式进行咨询。

89.此外，我已请环境运输及工务局局长检讨现时与

“污染者自付”目标相违背的税务及收费减免措施，并考虑

应否作出调整。

其 他 税 项

遗产税

90.有很多人向我表示应检讨遗产税，以吸引海外资

金，促进香港成为亚洲首选的资产管理中心。为此，我们将

研究调整遗产税对经济及政府收入的影响，以及如何调整才

能达到吸引海外资金的目的。我会在明年的财政预算案交代

有关结果。

含酒精饮品应课税品税

91.此外，亦有很多人认为减低含酒精饮品应课税品税，

可以刺激旅游业和零售业，从而带动就业，及进一步提升香港

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地位。鉴于目前的财政状况，我认为今年

并无空间调整这税项，但我们会继续就这税项作出检讨。

非经营收入

政府资产出售及证券化

92.政府在去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在未来5 年内把

政府1 120亿元的资产出售或证券化。最初估计在本年度可

完成的210亿元资产出售或证券化计划当中，我们已完成向

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出售总值155亿元的房屋贷款。立法会亦

已经批准将政府收费隧道及桥梁收入证券化，预计可在未来

数月内完成筹集最多60亿元。

93.政府现正就机管局私有化的整体安排，进一步咨询

各有关方面，希望尽快达成初步共识，以便展开立法程序。

同时，我们亦将于短期内向立法会提出有关机管局资本重组

的条例草案。此外，政府亦已就两铁合并定出初步时间表，

计划与两铁在6个月内完成磋商。若有关的立法程序能在下

年度完成，则可望于2005/2006 年度落实机管局私有化及两

铁合并的安排。

94.基于“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我们会继续探讨

其他公司化及私有化计划的可行性。

发行政府债券

95.为了提高香港的竞争力，我们有必要继续投资基建

项目。为了增加政府运用资金的灵活性，我建议透过发行政

府债券来提供资金，开展对本港有长远经济效益的基建工程

及其他投资项目。以发债来筹集资金的另一好处，是增加政

府资产出售及证券化计划的弹性，避免政府需要在不利的市

场环境下以低价出售资产。

96.发行政府债券亦有助发展本港债券市场。现时银行

存款总额达36 000亿元，但由于目前银行存款利率很低，因

此所得回报极微。优质债券提供一个有稳定及较高利息收入

的投资选择。香港政府发行债券，正好给个人及机构投资者

多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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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现时利率处于低水平，是政府发债的好时机。我建

议政府在2004/2005年度发行不多于200亿元的债券。我们

将于短期内向立法会提出有关建议的进一步内容。我们会视

乎市场情况、政府投资项目所需的资金，以及政府资产出售

及证券化计划的落实情况，才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发债。

98.我必须强调，政府发债的目的，并不是应付经营开

支。我们的原则是，经营开支应该以经营收入来支付，我们

绝对不会以借债度日。我们会继续紧守理财纪律，严格控制

开支，力求收支平衡。

中期预测与财政储备

中 期 预 测

99.假如预期的经济增长达标，而开支、收入及发行政

府债券等建议落实，我们预计2004/2005 至2008/2009 年度

的中期预测如下：

100.我们预计2004/2005 年度的经营赤字为466 亿元，

以后会逐年递减，预计2008/2009年度会减至52亿元。

图四  经营开支预测

图五  经营收入预测

101.综合账目方面，我们估计 2004/2005 年度会录得

426亿元赤字，相等于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点四。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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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目的赤字亦会逐年递减，并于2008/2009 年度录得 60 亿

元盈余，相等于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四。

图六  盈余/赤字预测

102.虽然 2008 2009 年度有轻微的综合盈余，但是经

营账目在当年仍会录得赤字。为达到在2008/2009年度收支

平衡的目标，我会每年检讨经济及财政状况的发展，并在适

当时提出所需的经营收入建议。

财 政 储 备

103.我们预计财政储备于未来五年会维持在1 500亿元

至2 200亿元的水平，相等于7～10个月的政府开支。

104.在财政预算案咨询期间，有些人士建议将部

分外汇基金投资收益，转拨作政府一般收入，以纾解财赤

问题。作为财政司司长，我同意政府应藏富于民，但与此同

时，我亦必须顾及维持货币稳定的需要。鉴于国际金融环

境极其波动和难以预测，我们必须维持充裕的外汇储备，以

维系本地和海外人士对港元的信心。再者，外汇基金投资

收益可升可跌，并非稳定的收入来源，例如去年外汇基金的

强劲回报就是我们预料之外的。在审慎理财的原则下，政府

不能过分倚赖这些不稳定的收入来源。我会不时检讨有关情

况，力求在藏富于民与维持货币稳定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公共开支

105. 2004/2005年度公共开支预算为2 860亿元，占本

地生产总值的 22.5% 。预计 2008/2009 年度公共开支是

2 593亿元，估计占当年本地生产总值的16.9% ，符合政府

订下将公共开支占经济的比重控制在20% 或以下的指标。

图七  公共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率

扩 阔 税 基

扩阔税基  稳定收入

106.香港的税基狭窄。长远而言，我们需要扩阔税基，

以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107.以下是香港与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成员国（经合

组织）有关税制的一些数据比较：

·香港的非税项收入约占总收入的 40% ，而经合组织

的有关数字则约为14% ，这显示香港对来自卖地和投资回

报等非税项收入的倚赖，远高于这些经济体系；

·在税项收入中，香港来自公司利得税的收入占税收总

额的34% ，远高于经合组织的9% ；

·香港没有一般消费税。经合组织仅是从一般消费税所

得的收入，即未计及就个别商品及服务征税的收入，平均已

占当地税收的18%。

108.香港较经合组织成员国依赖利得税和与房地产有

关的税项或非税项收入。由于这些收入易受经济周期影响，

加上我们的税种少，相比其他有较多广阔税种的经济体系，我

们在经济逆转时处理财赤的能力较弱。如果要大幅增加收

入，往往只能增加直接税（如利得税和薪俸税），但这样对疲弱

的经济并无好处。再者，世界其他地方倾向逐渐减低直接税，

以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争取成为国际企业的投资基

地，并透过增加消费税来弥补收入。若我们反其道而行，以增

加直接税作为填补赤字的政策，定会削弱香港的竞争力。

商品及服务税

109.近年世界各地陆续开征商品及服务税（又名增值

税），以扩阔税基和增加税收。现时全球已有超过120 个国

家开征这类税项。香港是惟一没有征收商品及服务税的已发

展经济体系。这个税项的征税范围广阔公平，亦能带来可观

而稳定的财政收入。根据粗略估计，假设没有豁免项目，每

一个百分点的商品及服务税每年可为政府带来约 60亿元的

税收。假设我们征收的税率为 5% ，视乎不同豁免项目而

定，政府每年的收入约为200亿至300亿元。商品及服务税

受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较直接税少，令政府有更大能力去

抵御经济逆转带来的公共财政压力。在财政预算案咨询期

间，亦有不少专业团体、商会和学者向我表示支持政府引入

低税率的商品及服务税，以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110.我理解社会人士对开征商品及服务税的疑虑，担

心会对低收入家庭带来冲击。我们在研究引入这税项时，一

定会充分考虑这税项可能对低收入家庭造成的影响。根据其

他地方实施商品及服务税的经验，若在引入这税项时向低收

入家庭提供资助，则会减轻他们所受的实质影响。再者，这

税项可为政府带来可观而稳定的收入，令政府的财政更为稳

健。政府甚至可能因而有空间考虑减低其他税项，例如薪俸

税、印花税等。

111.有些人士表示，引入商品及服务税可能影响旅游

业。我们可参考外国的经验，考虑引入游客退税方案，容许

游客申请退回在港购物时所缴付的商品及服务税，把这个税

项对旅游业可能造成的影响减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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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至于这个税项对经济的影响，近年其他地方引入

商品及服务税的经验显示，这税项对物价的影响是有限而短

暂的。长远来说，这些影响一般会逐渐消失。相反，若我们

为填补财政赤字而大幅增加利得税及薪俸税，便可能引致资

金和人才流失，影响我们的竞争力。

113.政府已成立内部委员会，对香港开征商品及服务

税展开全面而详细的研究，并参考其他地方的实践经验，尝

试提出一些适合香港的可行方案及实施时间表，以供讨论。

委员会在完成研究后，将在本年年底向我提交报告。我在收

到报告后，会向公众交代进一步的计划。我们预计实施商品

及服务税的筹备工作，最少需要3 年时间。我希望社会各界

可以就这重要课题进行理性的讨论，谋求达成共识。

结 语

114.主席女士，我在去年8月就任财政司司长职位时表

示：“我会竭尽所能，与社会各界紧密合作，共同努力，克服目

前的经济困难，建立一个繁荣、和谐及彼此关怀的社会。”事实

上，在社会大众的努力下，我们正朝着这些目标迈进。

115.香港的经济气氛在大半年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从低谷中作出 V 形反弹，各行各业都再次兴旺起来。我对

香港经济前景充满信心，除了因为国家高速发展带来的机

遇，亦在于香港拥有的独有优势和香港人勇于拼搏、主动出

击、奋发进取的企业家精神。我们的年青一代，善于吸收新

知识、新意念，勇于尝试和创新，也为香港的经济转型带来

新动力。我深信只要我们抓紧机遇、自强不息，把香港的优

势尽量发挥出来，我们定可再次创造经济奇迹。

116.政府对经济要走的路途明确，发展方向清晰。在

经济政策上，我们积极进取、坚决执行、贯彻始终。在“市

场主导、政府促进”的大原则下，政府会不断创造有利的条

件，让各行各业大显身手。

117.这是我第一份财政预算案。在公共财政政策上，

我以行政长官所提出的“致力让市民休养生息”为基础，在

以民为本、审慎理财、藏富于民的大原则下，力求在削减财

赤与维护民生之间取得平衡，让社会可以养精蓄锐。

118.主席女士，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在目前经

济渐露晨曦之时，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努力，创出骄阳。

澳门 特 别行政 区

2004 年财政年度预算案

立法会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七十一条

（二）项，制定本法律。

第一条  通过及执行

通过作为本法津组成部分之2004 年财政年度澳门特别

行政区财政预算，并由2004 年1 月 1 日起开始生效及执行。

第二条  收入之预计及运用

一、税捐、直接与间接税及其他收入之总所得预计为

$ 15 776 903 800 .00（澳门币壹佰伍拾柒亿柒仟陆佰玖拾万

零叁仟捌佰圆整），并于2004 年内按照现规范或将规范有关

征收之法律规定进行征收；该总所得应根据现行法规之规

定，用于支付2004 年内所作之开支。

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适用于2004 年财政预算

收入项目中所登录各款项之法例征收上款所指之收入。

三、依法定方式许可之收入，方得征收；所有该等收

入，不论其性质及来源或有否特别用途，均在规定期间内交

予澳门特别行政区库房，并在年终将之载于有关年度之账目

内，但法律另有明文规定者除外。

第三条  开 支

2004 年 财 政 年 度 之 财 政 预 算 开 支 总 额 定 为

$ 15 776 903 800 .00（澳门币壹佰伍拾柒亿柒仟陆佰玖拾万

零叁仟捌佰圆整）。

第四条  本 身 预 算

一、2004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预算内未予规范之公

共实体，在其财政预算经行政长官核准后，亦获准运用本身

收入以支付法律所许可且登录在每一本身预算内之开支。

二、上款所指之实体在管理其拨款时，必须遵守本法律

所定之原则及专门对其适用之财政制度。

第五条  本身预算之收入

各自治实体于 2004 年之本身收入及指定收入预计为

$ 2 468 724 100.00（澳门币贰拾肆亿陆仟捌佰柒拾贰万肆

仟壹佰圆整）。

第六条  原则及标准

一、2004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预算系按照关于财政

预算及公共账目之法规而编制，并已顾及各自治实体财政制

度之专有情况。

二、2004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预算之制定及执行工

作之目标，旨在贯彻 2004 年政府各项施政及投资与发展开

支计划，并根据下列原则为之：

（一）控制各机关之运作开支之增长，使其稳定在因薪

酬演变而达至的水平，并使之配合公共收入之发展情况；

（二）在贯彻就业及使经济活跃的目标的策略下，按照

社会文化及经济性质之优先考虑维持公共投资的水平；

（三）继续遵循为开支的一般及特别情况制定法律制度

的计划，旨在简化流程及将监督的责任转往直接与程序有关

的实体。

第七条  各 项 措 施

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得采取平衡公共账目及使司库

部获正常补充所需之措施，为此，得使资源配合需要。

二、如出现确实使公共账目陷于不平衡之异常情况，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府得限制、缩减甚至中止非由法律或先前已订立

之合同所定之开支，以及给予任何机关、组织或实体之津贴。

三、具指定用途收入之相应款项，仅在进行有关征收

后，并在遵守适用之法律规定下，方许可转移。

四、考虑到经许可之收入之征收进展情况，并考虑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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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源获得最佳之利用，得接受财政预算有关作抵销的开

支项目之追加或修改，以及提前调动可动用之资源，以实现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各优先目标。

第八条  补 充 预 算

各自治实体于2004 年财政年度所呈交之补充预算内之

调整，须根据适用于此类机构之特别法规之规定为之。

第九条  预算拨款之使用

一、登录于每项拨款之款额，不得用于被视为不相应之

财政预算项目上。

二、须每月对人员之各项目内可能出现之盈余进行决

算，并由财政局保留该等盈余，以便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所订之标准使用之。

三、禁止使用上述盈余以增加其他经济章表内项目之

款项，但行政长官在审阅财政局之建议后而许可者不在此

限。
四、禁止引致超出所获许可之拨款之承诺或责任之行

为；如发生此等事实，将构成违纪行为，但法律有相反规定

者不在此限。

五、根据适用法规之规定，上述程序亦适用于各自治实

体，但第二款所指者除外。

六、为适用上述各款的规定，财政局须采取适当措施以

便经常跟进公共开支，并查核是否遵守有关之现行规定，但

不影响各机关应负之责任。

第十条  十二分之一制度

一、在2004年内，应遵守十二分之一制度，但在下列

情况下不受该制度限制：

（一）金额等于或低于 $ 300 000.00（澳门币叁拾万圆

整）之拨款；

（二）支付于确定日期到期之每月固定负担之拨款，或

支付因履行关于工程之实施或取得财产与劳务之书面合同而

引致之每月固定负担之拨款；

（三）应立即运用之增加款项或登录款项之金额；

（四）登录于非自治机关或仅享有行政自治权之机关之

运作预算内之资本拨款，以及登录于各自治实体之本身预算

内之资本拨款；

（五）分配予政府投资与发展开支计划之拨款；

（六）按上级核准之有关计划，标准及期限，用作给予

补贴之拨款；

（七）经有关机关提出充分理由，且行政长官在听取财

政局意见后而作出预先许可之其他拨款。

二、上款所指之特许，须在不影响司库之正确管理及保

障有关之财政平衡下行使，而财政局得建议全部或部分中止

有关特许。

第十一条  款项之分配

一、使用与整体款项有关之资金，须在听取财政局意见

后按经济及职能分类之适当项目预先分配。

二、在执行财政预算时所作之不须额外动用资源之调

整，须根据为修改财政预算而订定之法律制度为之。

第十二条  预算之转移

一、在2004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预算内清楚载明之

津贴、共同分享及指定收入、系根据各自治实体之财政制度

之规定处理。

二、上款之规定不排除在获行政长官经听取财政局意见

后而许可之特定情况下，可全部或部分预收将到期之津贴。

三、以指定收入名义征收之款项超出 2004 年澳门特别

行政区财政预算之最初预计时，则超出最初预计的部分被视

为默示追加，并对相应之开支项目作同等调整。

四、如出现上款规定之情况，则新增之金额须每月在由

财政局局长签署并公布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之声明书

内列明。

第十三条  职业税税额之扣减

一、于2004 年度，设立职业税税额之扣减项目，有关

扣减率订定为25% 。

二、为遵守上款规定，雇主应根据经 2 月 25 日第 2/

78/M 号法律通过之《职业税规章》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对雇员及散工进行同一规章第三十二条所指之就源扣缴

之职业税税额扣减工作，并应每季将已扣除 25 % 之纳税主

体应缴税额交予澳门财税厅收纳处。

三、上款的规定适用于2004 年度最后一季扣除的金额，

并应最迟于2005 年1 月15 日将之交予澳门财税厅收纳处。

四、根据《职业税规章》第十条规定，纳税人应递交

M /五格式收益申报书：此等纳税人之职业税税额的扣除，

由税务当局依职权作出，因而第一款所规定之 25% 的扣减

率亦应在同一《规章》第四十一条所指之征收凭单中作适当

的扣除。

五、以上数款的规定不影响根据有关《规章》须作出的

职业税递交或返还。

第十四条  营业税之豁免

一、于2004年，不对附于 12 月 31 日第 15/77/M 号

法律通过的《营业税规章》表一及表二所载之营业税税额进

行征收。

二、上款的规定不免除该《规章》第二条所包括之自然

人或法人应遵守之宣告义务，亦不妨碍因不履行该等义务而

被科处罚则。

三、税务当局之有权限部门应根据《营业税规章》第十

条及第十一条以及附于同一《规章》的行业总表表一规定，

维持各类场所的评定程序。

第十五条  房屋税税额之扣减

于2004 年度，设立房屋税税额扣减项目，有关扣减额订

定为$ 500.00（澳门币伍佰圆整），该扣减额系由税务当局依

职权作出，并应在 8 月 12 日第 19/78/M 号法律通过的《房

屋税规章》第九十二条所指的征收凭单内作出扣减。

第十六条  税额扣减之期限

在不妨碍本法律之每年期限制度的情况下，本法律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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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税额扣减适用自涉及税务优惠之年或年度所采用规章所

载之结算权失效期。

第十七条  地租及租金之征收以及退回之最低值

于2004年，应归澳门特别行政区所有之低于$ 100.00

（澳门币壹佰圆整）之地租及租金之年金额不予以征收，亦

不退回总额低于此数之金额。

第十八条  广告及宣传物品之费用及税项

一、于2004年度，民政总署不征收有关宣传或广告物

品的张贴或放置的牌照费。

二、上款所指豁免不包括放置在格兰披治大赛车跑道之

广告。

三、第一款的规定不影响9月4 日第7/89/M 号法律之

规定以及其他关于宣传及广告物品之张贴的一般或特别规定

的遵守。

四、按第一款规定豁免缴纳牌照费的宣传及广告物品的

张贴或放置，亦免缴纳6月27 日第 17/88/M 号法律核准之

《印花税规章》第二十一至二十三条以及《印花税总表》第

三条所指的印花税。

第十九条  旅游税之豁免

一、于2004年度，根据4月1 日第16/96/M 号法令第

六条规定属第一组分类之同类场所之自然人或法人所提供的

服务，获豁免8月19日第19/96/M 号法律通过的有关《规

章》所规定的旅游税。

二、基于适用4 月 1 日第 16/96/M 号法令第七条第一

款之规定，该法令第五条所指的第一、二及三组酒店场所的

上款所指的第一组同类场所之专有业务，亦获豁免旅游税。

2003 年12月18日通过。

立法会主席  曹其真

2003 年12月26 日签署。

命令公布。

行政长官  何厚铧

章 别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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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及 2004 年预计收入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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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04 年财政年度之开支预算与上年度之比较摘要按章别及组别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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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04 财政年度之开支预算与上年度之比较摘要按职能及次职能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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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基层财政工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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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提 高财政运行质量

湖北省谷城县财政局

湖北省谷城县是一个山区县，是典型的“吃饭”财政。

近年来，谷城县财政部门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

则，在保“吃饭”的同时，用足用活国家政策，积极争取上

级扶持和利用间歇性资金，支持经济发展，增强了财政增收

后劲。2002 年，全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23.95 亿元，全口

径财政收入 1.7 亿元，分别比 1998 年增长 25.66% 和

45.3% ；财政收入占 GDP、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地方可

用财力占财政收入比重分别达到 7.9% 、92% 、64.5%。

2003 年，在“非典”疫情及农村税费改革等减收增支因素

的影响下，财政收入仍然保持了稳定增长。

一、立足“三化”，培植财源，在支持县域经济

发展中增强财政后劲

（一）推动新型工业化，壮大支柱财源。近年来，谷城

县财政局坚持把走新型工业化之路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

主导力量来抓，集中财力，加大投入，重点支持。围绕“国

家火炬计划——谷城节能与环保基地”建设项目，争取和集

中资金重点支持一批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

少、经济效益好的工业企业。先后申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新产品开发基金、技改项目贴息资金等项目近100 个，争取

资金达650多万元，重点支持了车桥、东银、三棉、金洋、

奥西达等公司进行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提高了重点企业

的发展后劲和市场竞争能力，一批骨干企业成为财政增收的

重要来源。截至2003 年底，全县有 5 家企业年销售收入过

亿元，19 家企业交税过百万，3 家企业交税过千万，6 家企

业利税过千万。石 纺公司投资7 000多万元引进 8 国先进设

备，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档服装面料生产企业。

2003 年，全县工业经济总量在GD P 中所占比重达31% ，提

供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比重达51 % 。

（二）扶持农业产业化，巩固基础财源。县财政局紧紧

围绕资源优势，以求特色增效益为目标，以办好农业科技示

范园为新举措，以公司制农业为主要形式，加大财政支农投

入，积极支持科技兴农，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重点巩固提

高茶叶、蔬菜、食用菌产业和传统种植业，突破性发展黄姜

和花椒产业。积极探索四种农业投入方式：一是配比投入方

式。运用项目建设，以财政资金为粘合，项目建设单位相应

匹配资金，扩大项目投入。二是股份投入方式。通过股份融

资，加大农业投入。在支持紫金绿源黄姜产业开发中，以财

政投资 80 万元作为股份开发，吸纳镇直干部和农民入股募

集资金81.6万元，新开发黄姜面积2 050亩，充分发挥了财

政资金的聚合作用。三是拉动投入方式。运用财政资金启

动，开发基地建设项目，引导群众投入。四是引资投入式。

积极治理“三乱”，营造好的环境，引进外资来谷城建立龙

头企业，开发优势资源。仅2001 年和2002 年两年，通过以

上方式筹集支农资金近1 千万元，有效解决了农业投入不足

问题。在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全县农业龙头企业迅速崛起，

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02 年底，谷城县已形成了以俊银医

化公司、唐氏集团、紫金白猫为代表的黄姜深加工企业群；

以“玉皇剑”集团公司、“观山云峰”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

的茶叶深加工企业群；以“九龙蛟”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

花椒深加工企业群；以石花绿康蔬菜公司为代表的蔬菜深加

工企业群；以圣光种业为代表的油菜深加工企业群。五大龙

头产业企业群共计60余户，带动基地20多万亩，网络农户

54 032户。在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强力拉动下，农村经济发展

活力不断增强，奠定了财政增收基础。2002 年，全县在遭

受雪灾、低温阴雨灾、病虫灾和特大暴雨灾的情况下仍然实

现农业总产值12.92 亿元，其中来自农业产业化的产值就达

7.2亿元，占农业总产值55.7% ；直接来自农业产业化的财

政收入3 100万元，占财政收入的 18%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到2 198元，同比增长4.3%。

（三）加快县域经济民营化，培植新兴财源。为了实现

国有企业脱困目标，培植更具活力的市场主体，县财政局深

入推进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国有集体企业改革，采取

改组、兼并、股份制改造、破产重组、投资性租赁等措施，

加快中小国有集体工商企业民营化，实现民有民营、混有民

营或公有民营。通过民营化改革，激发了企业的内在活力，

一批重点骨干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壮大，一批特困企业一举成

为纳税大户。县银纺公司按股份制企业的要求，完善公司内

部法人治理结构，开展了以“双卖清”为主要特征的动态股

权改革试点，实行民有民营，明晰了产权关系，理顺了管理

体制，极大调动了企业经营者和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同时也

增强了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责任感和危机感。几年来，银纺

公司克服了纺织行业市场疲软的影响，连续九年跻身全国纺

织行业人均利税50强企业之列，2002年企业完成产值1.01

亿元，销售收入8 597万元，实现利税1 668万元，提供财政

收入866万元。2003年，全县90% 的工业企业实现民营化，

民营经济实现经济增加值 18.1 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77.2% ，提供财政收入的比重达 72% 。同时，以发展旅游

业为主体，发挥财政资金粘合和导向作用，吸引民营经济进

军第三产业，推动商业流通业、饮食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

相关产业全面发展。

二、理顺体制，强化征管，在增大总量中提高

收入质量

（一）调整财政体制，促进财政增收。县财政局积极落

实中央、省的体制调整政策，力争为中央、省增强调控能力

多做贡献。同时，结合农村税费改革，着眼于规范县与乡镇

的财政分配关系，完善和适应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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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巩固和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

设。在划分县乡两级政府财权与事权、收入与支出范围的基

础上，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统筹兼顾、照顾基层、区别

对待、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县乡财政体制进行了调整，实行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统一标准，定交定补，超收分成，

欠收自补，自求平衡”的财政体制。通过体制调整，县乡财

政体制得到理顺，进一步调动了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

性，2003 年全县乡镇一般预算收入达4 604万元，占全县一

般预算收入比重达 54.2 % ，撑起了全县财政的“半壁河

山”。

（二）多法并举抓征管，努力完成收入任务。在全县实

行财政工作目标责任制，把组织财政收入与领导干部的政绩

考核挂起钩来，进一步增强了乡镇政府和财税部门的责任意

识和工作压力。在抓好目标考核管理上，把任务落实到单

位，责任落实到个人，一月一考核，确保收入均衡入库。同

时，对国税、地税部门实行了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税务

部门的征收积极性。2003 年，国、地两税征收力度明显加

强，两税入库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同比分别增长

10.3% 和24% 。针对税费改革后，财政农业税征收机关成

为征收执法主体的新形势，按照“法治、规范、文明、效

率”的新要求，加紧建立新的农税征管模式和征管体系。

2003年，全县10个乡镇已全部建立了农业税收纳税大厅，

设立了农税征收点 279 个，全面实行了“定点、定时、定

额”三定征收方式；按照“村委会推荐、乡镇政府审核、县

财政局批准”的程序，从村组干部、农民党员和村民代表中

择优选配农税协税员799 名，初步建立了农业税协税护税网

络。在农税夏征中，始终把征管主体到位，严禁乡镇、村干

部直接参与征税，杜绝强征逼收作为一条铁的纪律，并把贯

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贯穿于

农税征管过程中，积极探索了一套“征管六法”即：化债征

收法、亲情联动法、典型引路法、真情帮扶法、示范感召

法、鞭策后进法，激发了群众纳税热情，开创了农税征管工

作新局面。与此同时，县财政局狠抓非税收入的征管工作，

在征管中，严格区分“三乱”行为和抓非税收入的本质区

别，严防非税收入流失。以落实新的《税收征管法》为契

机，加大了对税法税则的执行力度，坚持依法治税、依率计

征，除用足上级优惠政策外，决不擅自出台减免税收的任何

土政策。加大税收稽查力度，对拒不缴纳税款的单位和个人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严厉打击各种偷逃漏税行为，维护税法

尊严，增加财政收入。

三、深化改革，优化环境，在科学管理中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

（一）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2002 年 5 月至 2003

年，县财政局根据省市要求，坚持把农村税费改革当作工作

的重中之重来抓，结合谷城实际，实行了“系统思考、整体

设计、重点突破、配套推进”的策略，有效地保证了农村税

费改革和各项配套改革的同步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县

2002 年度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在省级考核评估验收中，被省

税改领导小组认定为“优秀”等次。改革后，全县农民负担

总额为3 308.71万元，亩平 78.25 元，人平 77.36 元。与

1999 年相 比，负 担 总 额 减 少 2 998.41 万 元，减 幅 为

47.54% ，亩平减少 63.84 元，人平减少 65.02 元。各涉农

部门共清退违规收费 653.64 万元；村组债务得到化解，农

民负担监管的长效机制逐步建立。改革后，全县 10 个乡镇

共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 220 名，比改革前的 471 名减少

251 名，减幅为53% 。全县共撤、并、改了132所学校，撤

销了11个乡镇教育管理委员会和53 个农村学区，成立 10

所乡镇中心学校和49 所农村中心小学具体负责中小学的业

务管理工作，有6 492名教职工被重新聘任，优化了教师队

伍结构。改革后，全县村民小组由2 450个调整为1 274个，

精简1 176个，减幅为 48% 。村组干部由5 380人精简到

2 761人，精简了2 619人，减幅为48.7% 。村组干部年均工

资支出减少707.13万元，减幅为49% 。

（二）优化结构，严控支出保重点。县财政局在预算安

排上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

原则，把各项经费划分为人员、公用、专项经费三大块，实

行个人部分按政策、公用部分按标准、专项部分视财力的管

理办法。在预算执行中，严格执行县人代会通过的预算，做

到支出按计划、追加按程序、拨款按进度，科学安排支出。

在资金使用上，统筹预算内外资金，确保干部教师工资发

放，保证机关正常运转、法定支出和农村税费改革专项支

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各单位对资金的需求，确保三条保障

线的需要，顺利实现了教师工资县级统发，并从 2002 年 5

月起直达教师个人账户。特别是 2003 年 4 月份，及时拨付

资金 20多万元，保证了“非典”防治工作必须的经费支出。

在优化支出结构的同时，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坚决制

止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行为，切实加强了支出控管。按照

县乡机构改革、降低财政供养系数的要求，在财政供养人员

压减分流上下功夫，严格定员、定岗、定编到人，实现减

人、减事、减支，大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对会议费、招待

费等非生产性支出，采取总额控制和“事前预算、事中监

管、事后核销”的办法，遏制这些费用的过快增长。

（三）切实加强财政监督。在保障供给的同时，重点抓

了会计集中核算、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采购、部门预算以

及乡镇零户统管等五项支出制度改革，规范财经秩序，营造

经济发展良好环境，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2002 年，分两

批将152 个县直行政事业单位纳入了财会集中核算，2003

年，核算中心共完成报账业务7 000多笔，审核原始凭证 12

万多张，累计办理支出金额1.45 亿元，拒付各种不合规支

出票据 700 多张，金额 50 多万元，直接增加税收 20 多万

元。进一步强化了财政监督，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

收支两条线管理上，确立了以“收缴、罚缴”分离为核心的

收支两条线管理体制，有效抑制“三乱”行为，为经济发展

营造了宽松环境。2002 年全县纳入专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

达9 000多万元，覆盖面达到 100 % 。在实施政府采购上，从

1999 年初开始启动，先后成立了谷城县招标采购交易管理

办公室和政府采购中心，建立了三位一体的交易管理模式。

截至2003 年底，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20 多次，采购金额达

1 100多万元，节约财政性资金 100 多万元。在实施部门预

算制度改革上，从2002 年 4 月开始在县直农业、教育、科

技、劳动四个部门开展试点工作，2003 年又增加计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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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部门，运用标准收入预算法编制部门收入预算，按照零基

预算法编制部门支出预算，增加了预算的透明度。此外，还

在全县10个乡镇全面实施了零户统管，2002 年全县乡镇纳

入零户统管单位达到 254 个，统管资金3 300万元，进一步

加强了对乡镇行政事业单位收支业务的监督。

镇 江市财政局加强预 算外资金 管理的做 法

江苏省镇江市财政局

2000 年以来，镇江市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立

足于提高财政综合平衡能力和政府调控能力，不断探索预算

外资金管理的新途径新方法，积极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建立

和完善非税收入征管机制，实现了从预算外财力由部门分散

使用向政府统筹使用的转变，从预算外资金管理向非税收入

管理的转变。

一、推行“票款分离”管理制度，加大预算外

资金集中力度

2000 年以来，针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征收管理上存在的

薄弱环节，镇江市财政局结合市情，通过推行“票款分离”

管理制度，加大预算外资金集中力度。按照“票据统一、部

门开票、银行收款、财政统管”的原则，取消各单位预算外

资金“财政收入分户”，建立财政、银行、收费中心之间账

户、票据、资金结报计算机联网管理系统，收费收入直接缴

入财政专户。按照这一管理模式，在收费的源头进行把关，

乱收费行为得到有效控制，彻底消除了预算外资金体外循环

的现象，预算外资金基本上做到了全额缴入财政专户，切实

加强了财政对预算外财力的管理和调控。

为确保预算外资金管理“票款分离”管理办法改革到位

并取得成功，从 2000 年 7 月起，市财政、物价、人民银行

等部门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通力协作，联合行动，进行

了行政事业单位的银行账户的清理、确认、撤户工作；开展

了行政事业单位收费项目和标准的清理、编码工作；完成了

“票款分离”专用软件的开发以及财政与银行的计算机网络

建设，选定了市区23 个代收费网点并与之订立“代收费协

议”，以明确银行网点的责任；制定了实行“票款分离”后

单位账务处理办法，研究设计了全新式样的“单位缴款通知

单”和行政事业收费收据和结算凭证；对银行代收网点及行

政事业单位的收费业务人员进行了培训。同时，市政府颁发

了《关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票款分离”的意见》和财政等五

部门制定的《镇江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款分离”实施细则》，

2000年 12 月 1 日，“票款分离”正式实施。实行行政事业性

收费“票款分离”管理办法以来，政府统筹预算外财力近2亿

元，为城市建设等社会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由综合财政预算向部门预算过渡，实行预

算内外资金收支统管

2000年，镇江市出台《镇江市行政事业单位综合预算

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

政综合预算管理的意见》，明确了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量

入为出、分类管理、统一调度、综合平衡、提高效益”的综

合预算管理原则，要求各行政事业单位一切财务收支活动都

必须纳入综合预算管理范围，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合法组织

预算外资金收入，合理使用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取得

了明显成效。一是资金管理效果显著，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

结存量在收费总量下降、征收难度加大的情况下，通过有效

管理，市财政专户结存量保持较高增长。二是部门接受管理

的主动性增强，资金快进快出的问题基本解决。三是资金的

使用更趋规范，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四是增强了财政宏

观调控能力，有力地支持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社会事

业的发展。2000 年以来，市级共筹措预算外财力 6亿多元，

支持了一些大项目、大工程建设及下岗职工解困工作。综合

财政预算的实行，在管理制度上为统筹运用预算内外财力，

集中财力办大事创造了条件。

推行“票款分离”，实行综合预算，为部门预算改革的

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2000 年，市财政局选择了体委、计

生委、统计局等七个部门试编部门预算。2002 年，市直预

算单位全面编制部门预算，县（市）区也扩大了部门预算编

制的范围。

三、从预算外资金管理向非税收入管理转变，

推进非税收入征管改革

2003 年以来，镇江市逐步从预算外资金管理向非税收

入管理转变，淡化预算外资金概念，强调非税收入概念，将

原来的预算外资金逐步演变为非税收入，并与深化部门预算

改革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相结合，

将部门和单位的非税收入纳入大预算盘子。2003 年，全市

非税收入达到13.5 亿元，全部纳入预算，并过渡为财政性

资金，逐步实现了预算内外统筹，财政集中支付的管理模

式，实现了非税收入专户管理国库化、支出管理预算化、网

络管理系统化和监督管理制度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非税收入专户管理国库化。部门和单位的非税收

入在原财政专户管理的基础上，实行统一纳入国库的做法，

由财政对非税收入实行统筹调度，财政集中支付，真正实现

预算内外资金统筹，打破单位非税收入的既得利益格局，进

一步细化、强化单位的预算编制，分离单位的基本预算和项

目预算的编制，重点强化单位项目预算编制，建立项目预算

审核评估机制，集中财力办大事、办实事。

第二，完善预算支出机制。逐步把单位的基本支出户改

为单位向财政领取日常备用金的支出户，将可以集中支付的

人员工资和项目经费等支出项目纳入财政集中支付范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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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财政集中支付中心”统一办理各预算单位非税收入的支

付业务。

第三，实施网络管理系统化。在非税收入征收环节上，

实施非税收入执收主体与财政核算系统及银行系统联网，对

非税收入的收入状况实现实时反映；在财政预算执行方面，

实现单位拨款申请、财政相关处室审核、财政集中支付中

心、收款单位的资金拨付的网络电子化，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同时，建立科学合理的非税收入征收体系，以“罚缴分

离”和“票款分离”的交款模式为基础，完善交款系统中的

项目代码库，使不在项目代码库中的交费项目无法交费，从

源头上规范收费行为；依托电子网络系统，实施执收单位与

财政交款系统联网，逐步推进所有非税收入由电脑开票的交

费方式；对各单位的非税收入项目进行梳理，分类处理，按

照不同类别采取不同的征收方式，并成立收费中心将适合集

中交费的项目集中处理、集中交费。

第四，建立财政监督机制。建立财政内部监督与外部监

督相结合、经常性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覆盖财政管理和

财政性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督体系，寓监督于管理之中，通

过监督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的征收行为，严格非税收入的支

出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力，提高非税收入使用效益。

规 范管理  开创县级 政府 采购新局 面

浙江省青田县财政局

浙江省青田县 1999 年 10 月开始推行政府采购试点工

作，2003 年4月成立了政府采购中心，经过几年的探索和

努力，政府采购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2001 至 2003 年政府

采购总额连续三年均突破5 000万元，采购市值分别为5 524

万元、5 683万元、5 896万元，节约资金分别为1 223万元、

972万元和870 万元。2001 年、2002 年连续两年被浙江省

财政厅评为全省政府采购先进单位。

一、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青田县从 1999 年开始推行政府采购试点工作，2003 年

成立了政府采购中心。为加强政府采购工作管理，规范政府

采购行为，青田县相继出台了政府采购相关制度，以制度来

约束和推进政府采购工作。一是为保证政府集中采购规模，

促进政府采购集约效益，县政府出台了《青田县政府采购目

录》，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由2000 年的 10项扩大到2003 年的

三大类 40项，包括货物类、工程类、服务类全部纳入政府

集中采购范围，采购范围进一步拓展；二是实行政府采购计

划管理，要求各采购单位年初上报政府采购需求计划，按季

上报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对事先未列入上报采购实施计划的

原则上不得组织采购，从而扩大了集中采购规模，提高整体

采购效益；三是为保证政府采购项目专家评审的公正性，建

立规范的评审专家抽选制度，制定了《青田县政府采购评审

专家抽选暂行办法》等，强化政府采购管理和监督。为体现

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出台了《政府采购

资金内部划拨衔接办法》、《青田县政府采购办内部财务管理

办法》、《青田县政府采购资金内部管理制度》、《评标委员会

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青田县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暂行

办法》、《青田县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青田县

政府采购各种方式操作程序》、《青田县政府采购人员道德规

范准则》、《青田县政府采购内部操作规程》等一系列规范政

府采购的配套措施，并汇编成《青田县政府采购汇编手册》，

建立了各类招标方式的统一文件范本、竞争性谈判文件范

本、询价文件范本。四是建立立体监督检查制度。严格界定

采购办、采购中心的职能，对所有的采购项目实行管理、监

督和评标相分离，县采购办、采购中心工作人员一律不得参

加评标工作，严格按照《青田县政府采购内部操作规程》，

并对内实行严格的程序化管理，把好资金审查、采购方式审

批、采购过程监督、采购结果审查、采购回访五个关口。并

对所有的招标采购、谈判采购均设立独立的监督小组实行全

过程监管。组织纪检委、审计、财政等部门对政府采购工作

进行抽查回访，对反映出来的问题及时反馈给采购办、采购

中心、供应商等，及时处理整改。

此外，为更好地发挥政府采购的整体性，强化政府采购

办对采购方案的统一管理工作，加大整合力度，县政府严格

规定除特殊情况外所有采购单位不得指定品牌与生产者，使

不同的生产者或供应商在政府采购竞标中有同等的待遇。对

专业性较强的项目组织专家进行会审。如对青田中学新校的

校园网采购项目和青田县人民法院的弱电工程进行专家方案

论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设立政府采购网站，试行网上采购，创新

政府采购平台

县政府采购中心把政府采购与电子平台结合起来，开通

了政府采购网站，将政府采购信息和相关服务在网上公开发

布，建立了功能齐全的“电子超市”。政府采购“电子超市”

分采购单位服务区、供应商服务区、采购中心操作平台三大

区块。内容包括采购公告、中标结果公告、采购操作指南、

采购政策法规、采购须知、采购动态、供应商服务承诺等采

购信息。通过“电子超市”，采购单位可以方便查询产品参

数和供应商服务承诺等，并自行办理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同

时供应商也可以及时了解政府采购最新动态、采购公告、中

标结果等信息，采购中心可直接发布政府采购相关信息，开

展网上询价、网上竞标等工作，实现网上代理采购。

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青田县政府采购工作不仅在采购

数额上保持了一定规模，而且在采购范围和采购方式上实现

了重大突破：一是采购范围从货物类向工程类突破，货物采

购从通用类向专用类发展。通过五年的政府采购工作实践，

全县货物类采购已有重大突破，从原来的电脑、空调、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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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用类扩大到专用材料、医疗、教学工程设备和其他专用

类设备，使政府采购涵盖几乎所有货物类采购。二是采购方

式由分散采购向集中采购突破，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规模效

益。2003 年集中采购市值4 330.27万元，占采购总市值的

86.16% 。并采用了多种采购方式——公开招标、邀请招标、

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齐头并进，对公务人员出差

住宿、电脑、空调、办公家具、复印纸实行采购定点；对小

车实行协议供货，既满足了采购单位的及时需求，又做到集

中采购，发挥了规模效益。

加 强预 算管理  增强 财政保 障和 平衡 能 力

秦发珍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财政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是个农业县，经济基础薄弱，收

入水平不高，收支矛盾尖锐，“吃饭型”财政特征极为明显。

为了能够在保吃饭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

用，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近几年

来，县财政局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为目标，以实施财政综合

预算管理为核心，从预算管理“四改一加强”入手，不断建

立健全预算管理制度，完善预算管理措施，规范预算管理程

序，强化预算管理手段，提高财政运行质量，克服了诸多困

难，连续多年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不仅保证了一方

稳定，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

康发展。

一、一改封闭式理财，创造良好的财政工作环境

一是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加大对财政工作的宣传力度，

积极主动向县里四套班子领导汇报财政工作情况，特别是在

财源建设、预算安排、重点项目资金的筹措以及财政政策的

贯彻、财政规章制度的制定上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每月都

以书面的形式汇报预算执行情况，加深其对财政工作的认识

和财政困难的理解，形成了县级领导理解、重视、支持财政

工作的良好局面，从而在对待各部门与基层单位的困难与呼

声上，能够尊重财政部门的意见。如在预算外资金管理方式

改革问题上，由于涉及到部门既得利益，不仅部门（单位）

领导有意见，一部分县领导对此也有分歧，各种质询和责难

涌向财政部门，使这项改革工作的推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

地。在此情况下，县财政局草拟了专门的材料，分送县四套

班子领导，宣讲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的必要性和对改善全县

财政状况的重要意义，赢得了他们大力支持，为改革工作的

顺利实施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是争取各部门（单位）的支持与配合。2001 年，中

卫县在林业、计生、法院等五个部门试编2002 年部门预算。

由于县财政始终是在财力有限、支出增长过快、重点支出项

目多的情况下维持，多年来对各部门（单位）的预算安排一

直是保底线，资金供给不足，部门（单位）尤其是试编部门

预算的部门（单位）对财政部门意见纷纷。对此，县财政局

一方面利用各种渠道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向部门（单位）的

领导交清财政家底；另一方面积极与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协

商，在两部举办的副科级以上干部学习班上，由财政局领导

专题介绍财政知识、财政政策和财政的现状与困难，使他们

都能从全县经济的大局出发，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克服单

位小困难，共渡财政大难关，配合财政部门抓好预算支出的

控制工作。经过努力，通过近半年的运行，试编的部门预算

执行非常顺利，为预算管理改革的深入进行奠定了良好的思

想工作基础。正是由于加深了各方面对预算管理工作的认

识，在全县形成了关心、支持财政工作的氛围，为实现财政

运行目标，提高财政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保障能力，创造了良

好的外部工作环境。

二、二改分离式预算，实行内外资金统筹的综

合财政预算编制

为了充分挖掘资金潜力，增加可用财力，中卫县财政局

根据大财政的观念和效益财政的要求，大胆探索、改革预算

编制方式，由分离式变为捆绑式，实行综合财政预算编制。

1993 年，尝试将农村教育费附加纳入乡镇财政实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1994年，将第一批行政性收费和各项税费附加

纳入规范渠道管理，与预算内资金捆在一起编制综合预算。

199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下发后，

中卫县财政局全面扩大了综合预算的编制范围，完善了编制

方法。到2003 年底，基本形成了预算内外资金互为补充、

统一管理的收支体系，即：对各部门（单位）收取的行政性

收费、罚没收入，中央和自治区规定纳入预算管理的，坚决

不打折扣地纳入预算；暂不纳入预算管理的，全额上缴财政

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在编制单位预算时，有行

政事业性收费的，不分预算内外，按定员定额标准统一列作

本部门（单位）的支出，其中，收入数超出支出预算的部

分，由财政部门作为共有财力统一安排使用；收入数低于支

出预算的，差额部分由财政补助。同时规定各部门（单位）

通过市场服务取得的不体现政府职能的经营服务性收入，不

作为预算内或预算外资金管理，但必须依法纳税，纳入单位

财务收支计划，实行收支统一核算，逐步削减财政拨款。通

过编制综合预算，不仅消除了部门（单位）之间的苦乐不

均，遏制了孳生腐败的源头，而且增加了财政可用财力，增

强了财政平衡收支的能力。

为了使综合财政预算顺利实施，县财政局又实行了零基

预算编制，作为综合财政预算编制的基础。即：年度预算经

县人代会批准和预算外收支计划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根据

单位财政台账人数和业务量大小按照资金不分预算内外、统

一口径、统一标准，编制分解部门（单位）预算，避免基数

法下部门（单位）预算只增不减，吃空头经费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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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积极进行支出结构调整，大力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和个

人部分的消费基金，挤出资金用于事业发展。近年来，中卫

县在财力严重不足，供求矛盾突出的情况下，改预算编制分

离式为捆绑式，大力调整支出结构，实行综合财政预算管

理，挤出了大量资金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已建成的县城东大

街、南大街、人民广场、高庙公园、中卫四中、看守所以及

在建中的“七路三广场”工程、全县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和

不断完善发展的农业产业化示范工程，农业综合开发工程

等，无不得益于预算编制改革的成功。

三、三改粗放式执行，狠抓预算执行环节

一是改革预算批复环节。每年的预算草案县人代会批准

经县人民政府正式下达各部门（单位）后，县财政局要求各

部门（单位）及时按批准的支出预算提出本部门（单位）的

用款计划，上报财政局审核，然后按目级科目予以批复执

行。通过二上二下，使部门（单位）的用款意图和财政的管

理要求有机地衔接在一起，同时也使各部门（单位）对自己

每个年度的资金多少和支用方向充分掌握，从而在合理安排

好本部门（单位）业务活动的同时，主动与财政部门加强配

合，做好支出管理工作。

二是改革资金划拨环节。对部门（单位）每月的划拨经

费，在促使执收执罚收入和其他规费收入应收尽收全额上缴

国库的基础上，根据年初批复的部门（单位）预算由各部门

（单位）分正常经费和专项业务经费做出月度划拨计划，财

政部门审核后，按预算内、外划拨经费。通过动态管理方式

改革，既防止了部门（单位）一年经费半年花光，确保了工

资正常发放，均衡了国库资金的平稳调度，避免了忽增忽降

造成的支出压力；又防止了部门（单位）违反财经纪律，乱

收、滥罚、坐支行政性收费现象的发生。对乡镇支出，属专

项资金的，按指标及时划拨，正常经费和收入完成情况相挂

钩，每月月末由专管员对各个乡镇的入库税票进行核查，剔

除非正常收入后核定当月收入，以此作为下月拨款多少的依

据，从而防止了意外超支，调动了乡镇组织收入的积极性。

三是改革资金支出方式。为避免资金划拨过程中挤占、

挪用现象的发生，提高资金到位率。中卫县财政局改变了以

往通过业务主管部门层层划拨的方式，由业务部门提出资金

安排计划，经财政局审核同意后直接将资金划拨到用款单

位。同时，根据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中卫县财政局从

1999年下半年开始，积极开展了政府采购工作，组织采购

活动63次，采购金额2 336万元，节约资金 203 万元，资金

节约率8.6% ，采购内容涉及基建工程、仪器设备、汽车燃

修、办公用品等，通过政府采购直接支付，减少了财政资金

使用过程中的损失浪费，提高了使用效益。

四、四改保守式管理，努力做到三个改善

一是完善和建立人事调动联席审批制度。对于人员经费

占年内可用财力支出 92.26% 的县财政来讲，如不改变原由

人事一家审批人事调动的格局，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财

政将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为此，县财政局从 1997 年就积

极建议县委、县人民政府建立和完善人事调动联席审批制

度，并被采纳。具体是行政事业单位调入人员，必须经编

办、人事、财政三家共同研究审批，签注同意意见后方可办

理手续，核拨经费。非正常程序调入的人员，一律视同无编

人员，不予核拨经费。县财政局每年年末都要对所分管部门

（单位）的人员增减变动情况进行核实，调整人员台账，以

此作为编制部门（单位）预算的依据。从而遏制了行政事业

单位人员膨胀的势头，防止了人员经费的过快增长。

二是完善预算管理各项制度。为了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县财政局制定了《中卫县财政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中卫县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办法》等制度。为了规范

预算外资金管理，先后制定了《中卫县行政事业单位银行开

户管理办法》、《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收（罚）缴分离

管理办法》，使预算管理工作向规范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三是完善银行账户管理。为了使银行账户管理工作有新

突破，打破保守的观念，1998 年，中卫县财政局对全县行

政事业单位的银行开户情况进行了彻底清理核查，取缔了除

基本支出户和预算外收入过渡户以外的所有银行账户，重新

核发了银行账户许可证，规范了银行账户管理。2000 年上

半年，又根据管理工作的需要，设立了财政收费中心，取消

了所有单位的收入过渡户，县城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

收入直接缴入收费中心，县城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

入由执收（罚）单位收取，5 日内汇总缴入国库，从而使各

部门（单位）的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纳入统一渠道，真正

实现了收支两条线，杜绝了财政资金“体外循环”、“坐收坐

支”等现象，为综合预算的执行奠定了基础。

五、加强财政监督，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预算管理重收支执行、轻资金监督的

传统做法，提高预算执行的透明度，防止预算管理中的违纪

行为，1997 年，县财政局组建了财政监察股，负责对全县

预算执行及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2003 年，县

财政局先后组织了预算管理等各类检查 20 余次，查处各种

违纪现象 40 余起，有效地保证了财政资金的安全和经济秩

序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还把监督重点放在建立和完善各

项监督制约机制上。

一是实行总预算和总预算会计监控下的专管员负责制。

设立财政总预算和总会计各一名，行财、社保、农财、乡财

政业务各设专管员一名。总预算负责全县财政预算的编制和

预算指标的划转，按月汇编预算执行情况表，定期分析、研

究财政预算收入、支出中的新问题，并提出建议，协调财

政、税务、银行间的联系，审查税收减免和退库；总预算会

计负责财政预算收入、支出等账簿的记载，承办各项支出的

划拨和核销；各专管员负责对口部门的预算编制，审核分解

各部门的经费支出指标，按单位记录预算指标和经费拨款明

细账，根据预算指标具体审批各单位的月份经费拨款计划，

并交总预算会计划拨资金，逐月和总预算、总预算会计分别

核对预算指标和经费拨款数额。这一制度不仅合理、明确地

划分了总预算、总预算会计和各专管员的职责，而且在客观

上形成了一个监督体系，对预算执行起到了保证、约束、维

护的作用。

二是将监督工作同时向上、向下延伸。向上延伸就是对

拟定的财政支持项目，专管员提前介入项目的考察、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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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工作，就是否予以支持提出具体意见；向下延伸就是项

目资金安排之后，专管员要就资金的到位情况、使用情况、

项目的效益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发现违纪问题的，轻则责令

纠正，重则收回扶持资金。同时，对重点项目和重点部门，

安排财政监察人员进行专项检查，从而使预算管理的重心下

移，保证了财政资金的安全运行，高效使用。

三是在加强自我监督和对外监督的同时，主动接受来自

上级部门、人大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每年定期向县人大、审

计部门通报预算执行情况，听取对财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据此完善财政管理制度，弥补管理工作中的漏洞，提高预算

管理水平。

财政服务 “三农”  农民增收减 负

河北省平泉县财政局

河北省平泉县财政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和《河北省人民政

府关于做好农业和粮食工作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

转变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和保

护力度，本着“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从关爱农业、

关注农村、关心农民出发，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一、抓好农业项目建设

平泉县财政局把握住国家投资重点向农村倾斜、向生态

建设倾斜的政策机遇，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围绕食用菌、畜

牧养殖、设施菜等立县兴县的主导产业，大力扶持优势农产

品，加快发展在市场上有较强竞争力的农产品，并全力抓好

项目谋划、储备和建设工作，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增加农民收入。为支持设施菜产业发展，2001 年以来县财

政累计投入300多万元，无偿支持蔬菜大棚生产，引导信贷

资金3 000多万元，争取上级财政资金20万元，吸纳融合社

会资金80多万元，在榆树林子镇郑杖子村投资建起占地30

亩的蔬菜果品批发市场，市场日平均交易量达3万公斤，蔬

菜产品销往东北三省和广东、俄罗斯、东南亚、香港等国家

和地区。郑杖子村所产的黄瓜，在市场打出了品牌，平均每

公斤价格高于普通黄瓜 0.4～0.5 元，主栽品种黄瓜使这个

镇建棚户户均增收 1 万元，每年增加财政收入 12 万元。为

了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榆树林子镇连

续三年来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功能，2004 年又投资 350 万

元对现有市场进行扩建和完善，总占地面积达到 60 亩，新

建保鲜库1 000立方米，安装电子信息报价网络平台、配备

蔬菜产品检测等基础设施建设，将市场建设成为集信息、检

测、储藏、保鲜、产品深加工于一体的蔬菜、果品集散地。

县财政部门还帮助农民大力发展蔬菜深加工，做精细高档蔬

菜，向超市配送，实现蔬菜加工增值。并采取异地寻商、优

惠联商和市场招商等办法，给客商和经纪人创造良好环境，

吸引全国各地客户直接进驻市场，有效促进农产品销售。与

此同时，大力发展以产销、协议、订单为主要方式，龙头企

业、专业协会等为主要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农

民走向市场提供生产、销售、信息、技术等方面的链接服

务，深受农民欢迎。针对台头山乡设施菜生产初具规模、菜

农收入增长缓慢的现状，县财政局与台头山乡党委、政府共

同谋划、筹建蔬菜批发市场，在县财政相当紧张的情况下，

挤出10万元，积极支持市场建设，保证了蔬菜批发市场的

如期建成。市场正式投入运营后，蔬菜日交易量已达2万多

公斤，每年为农民增收 400 多万元，人均增收 200 元；同

时，蔬菜批发市场每年为乡财政提供收入4万多元，增加了

乡级可用财力，实现了农民、乡镇财政的“双赢”。截至

2004年 6月底，全县已储备农业项目 100 个，向上申报18

个，这些项目正常达产后，将有力推进全县的农业产业化建

设。

二、科学确定支农资金投向，支持农业和农民

生产发展

平泉县财政局充分运用国债、贴息等财政政策，发挥财

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重点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生态环境建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建设，优化

支持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服务体系建设。2004 年，县财政

在财力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又挤出 300 多万元财政贴息资

金，用于扶持食用菌和设施菜生产，从而引导3 000多万元

信贷资金投入主导产业。同时县财政又投入 220 万元用于

“周转畜”、“周转棚”项目，使贫困村户均增收300元以上。

2003 年至2004年6月平泉县用于“三农”的投入达6 000多

万元。

三、强化制度建设，确保资金安全高效

为确保资金安全高效，平泉县财政局一方面对农业专项

资金实行了“三专”、“六制”管理。“三专”即专人、专户、

专账；“六制”即项目法人责任制、资金拨付责任制、资金

审核报账制、审计监督制、跟踪问效制和信息反馈制。另一

方面整合资源，对国债资金、财政扶贫资金、农业综合开发

资金及退耕还林现金补助等实行了“县级财政报账制”，促

进了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的安全高效运行。

四、做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工作

县财政部门严格按照省、市《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暂行

办法》和《平泉县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实施方案》的要

求，在科学确定补贴标准和补贴数额的前提下，加强对粮食

补贴资金实行专户管理，由各乡镇财政所负责以“补贴发放

银行化”的方式向农户直接兑付，工作中严格落实“六不

准”，实行阳光操作。截至2004 年6月底，全县292万元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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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资金以每亩 8 元的补助标准已全部发放到 11.2 万户、

40.1万农民手中。

五、确保农民减负增收

平泉县财政局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农民负担明显减

轻，使“增收入”与“减负担”两个轮子一齐转。农村税费

改革后，平泉县对农业税计税要素做了进一步调整，常产由

380公斤小麦调减到338公斤，计税面积由 62.65 万亩调减

到57.86万亩，农业税税率也进行了适当下调。2003 年，

通过税费改革，全县农民减少负担1 791万元，人均减负

44.6元。严格执行中央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的政策，2004

年，全县农民继续减负234.7万元。同时按照中央和省的要

求继续下调农业税税率 3 个百分点，仅此一项农民就减负

820万元，人均减负20.5元，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

推行 两个 “集中”  实现资金高效 管理

朱国庆  杨庆军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财政局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财政部门从 2001 年开始，积极推

行会计集中核算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节减了财政支

出，规范了会计基础工作，集中财力办大事，增强了政府的

宏观调控能力，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实行会计集中核算

2001 年，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成立了区级会计集中核

算中心和各镇（街道）会计集中核算中心，分别对区直机关

事业单位和镇（街道）直机关事业单位、村（居）进行会计

集中核算。

（一）区级会计集中核算。区级会计核算中心对区直机

关、事业单位实行会计集中核算，主要内容包括“两取消、

三不变、一统一”，即取消部门、单位在银行开设的账户，

取消单位的会计、出纳岗位，在单位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和

财务自主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其资金集中存放到会计集中核

算中心的统一账户上，由中心对各单位的财务收支实行统一

管理、集中分户核算。各单位只设报账员，通过区会计集中

核算中心代理记账，为单位集中办理会计核算业务，实施会

计监督和提供会计服务。

（二）镇（街道）会计集中核算。镇（街道）会计集中

核算中心对镇（街道）和村（居）财务实行集中核算。中心

下设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核算部和村（居）财务核算部，具体

负责镇（街道）行政事业单位和村（居）财务的核算与管

理，并实行全程监督。镇（街道）机关事业单位集中核算方

式参照区直机关执行。对村（居）集体资金全部纳入镇（街

道）核算中心管理，并实行集中核算和监督。村（居）日常

支出采用备用金制度，由村（居）提出月支出计划，核算中

心审查并报镇（街道）批准后，由核算中心拨付备用金，供

日常开支；突破备用金数额的支出项目，必须提供申请追加

资金报告，并经村（居）理财小组审核，加盖民主理财章后，报

核算中心审核记账；对群众比较关心的干部补助、接待费等支

出，镇（街道）核算中心每月 10 日前将上月支出情况张榜公

布，接受村（居）民监督。村居一切收入必须先进入核算中心

账户，方可按规定程序支出使用，严禁坐收坐支，形成了“三级

财务、两级核算、四级监督”的管理模式。

为保证会计管理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东营区重点抓好清

理移交单位财务工作。按照《会计移交办法》要求，在监

察、审计、财政等部门的监督下，区、镇两级会计集中核算

单位全面清理了债权债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所有银行存

款上缴核算中心统一设立的账户，注销了单位的所有银行账

户。区、镇核算中心按照规范会计科目建立了新账，进行集

中管理，分户核算，保证了会计业务工作的平稳过渡和顺利

衔接。

二、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

为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能够顺利推行，东营区建立了

“五个一”框架，即：“收入一个笼子，支出一个漏斗，核算

一个平台，监督一把尺子，运行一竿子插到底”。收入一个

笼子，就是做到整合预算内外资金，将所有财政性收入全部

纳入国库，解决预算内外两张皮、多头开户和缴款不及时的

问题；支出一个漏斗，就是整合财政账户和职能科室的资

金，将所有财政性支出全部通过国库单一账户拨付，解决资

金拨付环节多、程序多和资金分散管理的问题，便于集中资

金和统一调度，发挥整体优势；核算一个平台，就是统一规

范全区的财务会计管理，核算中心统一记录、核算各单位的

财务，单位只管指标，不直接经手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监督一把尺子，就是转变财政内部的管理职能，变过

去的多头管资金、管指标，为集中力量监督检查单位的资金

使用情况、收入缴存情况以及其他违纪问题，公开透明，强

化监督；运行一竿子插到底，就是删繁就简，提高效率，减

少中间环节，在第一时间内实现资金收付。围绕这个框架，

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一）改变账户设置，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在人民

银行设立国库账户，用于反映纳入区级预算管理的财政收入

和支出；在商业银行设立非税收入“票款分离”账户，用于

反映未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性资金收入活动；在代理银行开

设收付中心基本户，用于办理所有财政性资金直接支付及预

算单位往来款项收支核算等业务。国库账户和“票款分离”

账户与收付中心基本户进行清算，将所有财政性资金的收入

和支出全部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统一管理。

（二）改变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方式，全面推行部门综

合预算。打破预算内外之分，全面实施了罚缴分离和票款分

离制度，实现了预算内外收支彻底脱钩，将预算内外资金全

部编入部门预算，提高部门预算资金使用效益。重新调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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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各内部股室职能，形成财政预算部门负责预算编制，国库

集中收付中心负责部门预算的执行，各职能部门协同预算部

门具体监督预算执行的预算管理新机制。同时改变预算资金

拨款程序，建立了高效快捷的财政资金审拨机制。充分发挥

会计集中核算中心的作用，将国库集中收付中心与会计集中

核算中心合署办公，由银行代理出纳，将资金的审拨职能、

反映核算职能与支付职能合三为一，实现“三个分离，一个

转变”，即：预算编制与执行相分离，资金使用权和管理权

相分离，财政指标与资金相分离，转变过去财政部门预算执

行中财政资金与指标同时划拨的形式。单位用款时统一编报

分月用款计划，在计划指标的范围内预算单位可随时办理支

付业务，支付资金时，只体现本单位指标的减少，而资金全

部由收付中心基本户直接支付到商品或劳务供应商，各预算

单位只见计划指标，不见资金，财政拨出资金与单位实际支

出完全相符，所有资金在未实现支出前，一律存放在国库单

一账户，单位在核算中心的账户始终保持零余额，全面实现

资金集中高效管理。

（三）改变财政部门内部职能。在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

度改革前，东营区财政局内部股室主要负责资金的管理、核

算以及与金融机构联络等事务性工作，不能很好地行使财政

监督管理职能。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后，将财政内部

股室的财务及资金全部实行了会计集中核算，财政内部职能

由以事务为主转变为管理调研为主。财政资金的拨付由过去

的多口管理实现了一口管理，所有资金的拨付实行了联席会

议联签制度，每月召开一次由局长、收付中心和有关股室主

要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集体研究资金拨付事项，财政管

理职能由集权化转向制度化，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增

加了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四）改变财政、财务报告的媒介形式和传输方式，建立

计算机网络系统，实现电子政务。实施国库集中收付改革后，

东营区财政局招聘了专业化的软件公司，开发了适用性和操

作性强的专业化网络版国库收付系统软件，使整个收付中心

全部实行电算化，运转效率大大提高。实施远程查询系统，各

级领导根据授权范围均能按照权限设置查询到相关信息，实

现动态化、信息化管理，推动阳光财政和效率财政建设。

三、改革取得的基本成效

（一）控制了财政支出，节约了行政成本。实行会计集

中核算，原来由808名会计人员分散管理的集中核算单位的

账目，现在由两级会计核算中心的 84 名会计人员代理，仅

从全区行政事业单位看，就节减编制281 人，每年可以节省

财政资金420多万元。区、镇（街道）两级会计集中核算中

心，对所有核算单位的每一笔开支都实行严格“过滤”，从

根本上避免了乱支滥花现象，强化了财政监督，减少了不合

理开支，杜绝了小金库、乱收费等现象。截至 2003 年底，

两级核算中心已累计拒付超标准、超范围的违规支出 517

笔，金额达543.6万元。各单位财经意识、大财政意识和科

学理财意识不断增强，各种不合理开支明显减少，增收节支

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二）规范了会计基础工作，解决了会计信息失真的问

题。通过会计集中核算，单位所有资金都集中在区、镇（街

道）两级会计集中核算中心单一账户，一切收支行为都由中

心会计严格按照制度规定统一办理，整个财务管理、核算、

监督科学规范，同时，采取公开招考、定期培训、目标责任

考核等多种方式，加强区、镇（街道）两级会计集中核算中

心的会计人员业务素质学习，提高了会计基础工作的质量，

会计信息真实可靠，会计信息质量大大提高。

（三）收支脱钩，罚缴分离，解决了部门经费分配不均

的问题。实行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后，统一核算管理，统一开

支标准，在部门单位资金出口上，一视同仁，一把尺子衡

量；通过部门综合预算，整合预算内外资金，集中财力，统

筹安排，彻底打破预算外资金的权属观念，收支完全脱钩，

所有单位经费均零基预算，统一核定，人员经费定编、定

岗，公用经费定额核定，专项经费项目化管理，购买性支出

政府采购，社会保障性支出统筹安排，同时，通过国库集中

收付改革，创新资金缴拨机制，实施网络化管理，使用触摸

屏及远程查询，信息共享，公开透明，延伸了服务与监督领

域，打消了本位思想和攀比心理，树立了正气，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空前高涨。

（四）增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了集中财力办

大事。通过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和国库集中收付改革，强化了

对预算外资金征管，增强了预算外资金调控能力。2002 年，

区级预算外收入实现历史性突破，政府调控资金比 2001 年

增长35% ，两年的政府调控收入是1996 年预算外资金管理

改革以来5年总和的两倍，政府调控资金是 2000 年的 3.66

倍。通过对区、镇（街道）、村（居）三级资金的统筹安排，

集中管理，使资金调度更加灵活，资金保障更加有力，可以

充分利用资金运作的时间差，集中财力办那些应该办但受资

金限制一时办不了的事情，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增强了政

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襄汾县实现农业 “绿 色三元”

贾平立  郭志方山西省襄汾县财政局

近年来，山西省襄汾县坚持走现代农业发展之路，独辟

蹊径，创造性地确立了加快三个转变（农业由数量型向高效

优质型转变，种植业由二元结构向粮、经、饲三元结构转

变，农产品由初级产品向加工增值、延伸产业链条转变）、

发展三大产业（牧草、三毛杨、红薯）、实现三化目标（种

草养畜一体化、植树造纸一体化、薯类产品系列化）的调产

战略。经过三年多来的努力，全县农业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

突破，形成了“草当粮种、树进田间、红薯连片、牛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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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崭新景象，被专家和媒体誉为在三晋大地叫得响的襄

汾“绿色三元”模式。

一、立草为业，实现种草养畜一体化

襄汾县财政部门通过市场调研，抓住种植苜蓿有利时

机，在汾河沿岸和全县交通主干线两侧保浇地范围内，大力

支持发展牧草产业。县上拿出100多万元，协调信用联社资

金500万元，扶持农民种草，给一些困难群众无偿提供种

子、根瘤菌肥，解决起步资金；成立牧草发展总公司、乡镇

牧草产业化分公司，专门负责牧草加工、销售等问题，并与

上海光明乳业发展有限公司、西安农垦管理局等单位签订购

销合同，提前为种草户找“婆家”。同时，以县牧草加工厂

为龙头，带动加工业发展，相继建成了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

牧草加工企业14个，加快了牧草产业链条向深层次发展的

步伐。积极发展畜牧业，将养殖作为消化牧草的主要手段，

实施规模养殖“百千万”工程，即建设百头牛场、千只羊

场、万只兔场，壮大畜牧产业，引导农民以畜增收。利用世

行贷款600万元和农村信用社资金1 400余万元，重点扶持

50个规模养殖示范场区建设；投资100 万元，引进波尔山、

道赛特等4种世界名羊，建成了种羊场，进行品种改良。

二、广植杨树，加快林纸一体化

近年来，襄汾县财政局按照“区域化、规模化、产业

化”的发展思路，抓住国家积极推进林纸一体化的有利时

机，高起点规划，大跨度操作，以山西襄汾纸业集团年产

20万吨三毛杨制浆造纸项目一期工程为依托，加快扶持发

展三毛杨。筹集专门资金，先后从北京、河北、陕西、河南

和本省一些地市引进三毛杨品系32 个，建立采穗圃 50 亩、

对比试验林50 亩、育苗基地5 000亩。结合春季植树造林，

全面实施宽林带、农田林网、企业四旁绿化工程，为纸业发

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科技兴薯，推进薯类产品系列化

襄汾县财政局积极推进甘薯产业化进程，通过自筹资金

和争取上级财政支持，建成一座全省惟一、华北最大的现代

化甘薯脱毒种苗基地，每年可向群众提供抗病、优质、高产

种苗3 000万株。同时，还筹措资金 500 多万元，创办“金

田园”、“星源”、“绿康”等红薯加工龙头企业，使深加工总

量达到1万多吨。“金田园”精制粉条、粉丝，销往省内外

30多个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绿康”公司生产的“襄绿”

牌产品，远销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为了在更

高层面上发展甘薯产业，县财政局组织成立了红薯专业协

会，新上信息平台、联网业务，发挥科技威力，推广科学的

栽植、管理技术，为薯农、营销户和消费者之间牵线搭桥，

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效益。全县红薯总产达到 3.75 亿公

斤，加工总产值4.5亿元，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新亮点。

截至2003 年底，襄汾县牧草种植面积已突破 12 万亩，

成为全省牧草第一大县；建成规模养殖场 66 个，牛存栏 8

万头，羊存栏35万只，兔存栏150万只。栽植三毛杨 15万

亩，与全国最大的造纸集团山东晨鸣纸业联姻成功。红薯面

积稳定在15万亩左右，而且80% 实现了深加工，年产淀粉

7万吨，优质粉条 3万吨。“绿色三元”带动了襄汾县农业

产业化的大发展、大跨越，促进了农村稳定、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在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中一枝独秀，独领风骚。

创新财政运行机制  完善预 算管理体 系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财政局

一、完善部门预算管理

自2000 年开始，牡丹江市财政局在实施部门预算、推

行零基预算、制定标准化定员定额、实行综合财政预算等

方面进行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尝试，取得了一定成绩，积累

了一些经验。一是实行部门预算。即将部门作为预算编制

的基础单位，一个部门编制一本预算，凡是直接与市财政

发生经费领拨关系的一级预算会计单位均作为预算部门，

财政部门直接审核部门预算编制计划，将预算批复到部门。

部门预算既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又包括其下属事业单位预

算；既包括财政预算内拨款收支计划，又包括财政预算外

资金收支计划和部门其他收支计划。二是实行综合财政预

算。按照预算内外分编统核的综合预算指导思想编制预算，

将各部门和单位预算内外资金和其他收支全部纳入部门预

算，统一管理、统筹使用。部门预算编制细化到具体项目，

对每一个项目都进行论证、评价，使编制和预算非常具体、

详细，便于执行和考核。三是采用零基预算法。即取消各

部门和单位往年的支出基数，根据各部门和单位职责、任

务和目标以及下一年工作计划，结合财力可能，分别轻重

缓急重新测算各个部门每项支出需求。四是强化约束力，

增强部门预算的法制性。将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变更、

决算等各个环节纳入规范化管理，并接受市人大、审计等

部门的监督。部门预算编制完成后，报经人大批准。一经

批复，即具有法律效力，原则上不允许调整和追加。确需

调整的，按照法定程序报经人大批准后予以调整。

几年来，从牡丹江市部门预算编制及执行情况看，预

算管理改革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体现。一是使部门或单位

树立了过紧日子的思想，增强了参与预算管理的意识，形

成了部门或单位与财政共同理财的合力。二是增强了地方

政府及财政的宏观调控力度、财政预算约束力度、综合财

政预算管理力度和反腐倡廉的治理力度。三是节省了财政

开支，避免了资金浪费。仅2003 年市本级财政通过部门预

算编审工作，就节省支出720万元，取得了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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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牡丹江市财政局自2003 年 4月正式实施财政国库集中

收付制度改革，在规范预算执行、保证预算执行质量和财

政资金的效益上，取得了显著效果。一是确立了符合本地

情况的改革模式。在借鉴其他省市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明确了改革模式：“三个集中”（集中账

户、集中审核、集中收付）和“四个不变”（预算单位财务

机构不变、财会人员不变、法律责任不变、会计核算职能

不变），这种模式得到了财政部和省财政厅肯定，实现了改

革工作平稳过渡。二是建立了科学有效的财银运行体系。

经过招标确定了市工行、建行两家银行为国库集中收付代

理银行，有效避免了一家垄断带来的弊端。组织开发了国

库收付改革的核算软件，搭建了网络平台，财政内部实现

了网上连接，网上操作，既保证了核算的准确性，又提高

了工作效率。与市人民银行和代理专业银行实现网上连接、

网上传送数据、网上下达指令、网上核对数据。并实行手

工和网上传输双轨运行。三是组建了新的账户体系。与市

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撤、建银行账户的通知，明确涉

及撤、建账户的11条相关规定，较好地化解了工作中出现

的各种矛盾，减少了改革阻力。2003 年共撤销343 个部门

和单位346个账户，新建了312个零余额账户、304个基本

账户，所有实行国库收付改革的部门和单位的财政性资金

账户一次性全部归并到市工行、建行两家所属各营业部，

实行财政直接和备案管理。

通过实施财政国库收付制度改革，发挥了财政资金的

整体效益。2003 年全年审核原始凭证111 万张，规范不合

理支出8 631笔，较好地防范了违纪违规现象的发生，进一

步规范了拨付方式，减少了拨付环节，增强了财政支出透

明度，资金到位速度明显提高。

三、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从1999 年开始，牡丹江市实施政府采购，几年来，在

政府采购工作中，市财政局本着“用程序保质量、用规则

保公平、用道德保信誉”的原则，坚持“突出重点、狠抓

落实、依法采购、全面突破”的工作思路，在逐步扩大政

府采购范围和规模、规范政府采购程序等方面狠下功夫，

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是拓宽政府采购范

围。几年来，先后制发了《牡丹江市政府采购实施细则》、

《牡丹江市政府采购目录》、《牡丹江市政府采购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等文件，采购范围从货物类，拓展到工程类和服

务类领域。2003 年，对市属江南新区的市政基础设施、市

直公务用车定点保险及市直公务用车定点维修项目进行了

政府采购和公开招标，使工程类和服务类采购额分别达到

总采购额的12% 和26% ，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二是合理

确定采购方式。根据采购额度和采购标的技术性要求的不

同，采取政府采购机构集中采购和委托代理机构分散采购

的办法。全面实行政府采购市场综合参考价和标底上下限

之间最低报价法，有效避免了供应商恶性竞争的问题，确

保了招标质量。三是明确采购程序。采购以公开招标为主，

邀请招标、询价采购、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为辅，

主要包括通过媒体发布公告、编制招标文件、资格预审、

解释和答疑、开标、评标、定评、签订合同等程序。四是

加强监督工作。进一步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强化“立体”

监督体系，建立了市纪检委、审计局、财政局、政府采购

中心和社会各界参加的“立体”监督机制，有效地保证了

政府采购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

牡丹江市实施政府采购制度四年来，已形成了一个比

较完整的采购监管与组织实施体系，比较完整的制度规则

体系，比较有效的内部、外部制约监督体系。采购规模也

逐年扩大，采购效益逐年提高，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

和支持。2003 年全市共完成采购额1.11 亿元，完成年计划

的221.72% ，同比增长123.5% ，资金节约率达到16.4% ，

节约资金2 112万元。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  完善县级社会保 障体 系

河南省焦作市财政局

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惠及亿万农民的大事，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农村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减轻农

民经济负担、保障农民健康、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内

容。同时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建立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也是完善县级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的重要手段。在建立和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的试点工作中，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坚持四个到位，在推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一、坚持宣传到位——实行宣传全面化、筹资

多元化. 建立完善医疗服务网络体系

武陟县所辖 15 个乡镇，367 个行政村，总人口 64.5

万，其中农业人口58.2 万，占全县总人口的 90% ，属于典

型的农业县。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的召开，使该县看到了

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是解决农业、农村 、农民问

题的关键之所在，为此该县抓住机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

作，积极申报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县。该县被确

定为全省试点后，立即组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

和办公室，并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一是充分

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标语等形式进行大力宣传，共制作

853条固定标语和 400 余条拦街横幅，悬挂在各村主要道

口。二是将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政策规定等印制成

宣传材料，组织卫生人员进村入户上门讲解，将15 万份宣

传材料送到农民手中，使农民真正了解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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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打消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种种顾虑，提高了农

民积极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主动性和热情。三是充分利

用农村集会和集贸市场散发宣传材料，通过层层召开动员

会，组织宣传车队在各村巡回宣传等，极大地提高了群众对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通过强有力的宣传工作，该县共有农民360 999人参加

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占全县农业人口的 62% ，同时该县

建立了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

一是农民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案规定自觉缴款；二是动

员村办企业自愿出资解决农民的参保问题，并将合同书落实

到户、亲自送到农民手中；三是对集体经济条件较好的村，

动员村干部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对本村参与合作医疗的

农民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四是由县民政部门出资使全县

708 名优抚对象及其家属共计3 187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按照农民个人缴费每年每人 10 元，中央财政每年每人

补助10元，省、市、县地方财政按 3∶3∶4的比例每年每人

资助10元的筹资标准，共筹资 361 万元，省、市、县财政

配套资金361万元，中央财政配套资金230 万元，共计 952

万元。同时择优选择了省级6家、市级6家、县级7 家、乡

级15家、村级451 家医疗卫生部门作为推行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定点机构，构建了较完善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网络

体系。

二、坚持制度到位——实行制度规范化、方案

具体化，奠定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础

武陟县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

生工作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省卫生厅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意

见的通知》，结合该县农民家庭保健合同的特点和实际，先

后开展了两次基础数据调查，在进行认真测算、反复讨论、

多方征询、聘请专家现场指导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并印发了

《武陟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武陟县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基金管理办法》、《武陟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的通知》、《合作医疗管理制度》、《基金补

助范围的有关规定》、《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暂行规定》等 20

多个规范化的管理办法、制度。同时还制定了民主监督制

度，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农民代表对合作医疗进行民主

监督。

该县的农村合作医疗方案既体现了上级的要求精神，又

结合了当地的具体实际，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实

行住院大额医疗费用与门诊个人账户相结合，既提高抗风险

能力，又兼顾受益面。二是为参保农民签订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合同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与责任。三是医疗费用补助坚持

“诚信、方便、为民”的原则，对基金分配“以收定支、收

支平衡”，乡村门诊补助基金人均5元，以健康储蓄卡家庭

账户方式运行，家庭账户资金以家庭为单位共同使用和支

配，本金和利息归农民自己所有；对经认定的重症慢性病人

在本辖区定点的乡镇卫生院门诊就医时，可享受辅助检查项

目收费标准的20% 减免、药品费用的5% 减免，并免收诊断

费；住院补助基金人均 25 元。四是制定分级住院大额标准

和最高补助限额办法。乡、县及市以上住院的大额标准线分

别为500元、1 000元 、1 500元，在大额标准线以下的医疗

费用均按20% 予以补助，大额标准线以下为第一段，大额

标准线以上的费用依次划为三段，第二段的段距为3 500元，

补助比例为 30% ；第三段的段距为4 000元，补助比例为

40% ；第四段费用均按 50% 补助；每年每人住院医疗费用

补助最高限额为4 500元。

三、坚持服务到位——实行服务便民化、程序

简单化，切实保障农民群众根本利益

为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武陟县实施了六项便

民服务制度。一是推行“一卡通”制度，即对参加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的农民可以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合同书（一卡）在

市、县任何一个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就医，并可得到同等的服

务和待遇。二是以人为本制定了方便、快捷的转诊制度，即

病人在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就医的，可根据本人要求直接转至

市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改变了过去逐级转诊给病人带来的

不便。三是限期结算补助制度。在县乡医院就诊的出院即可

办理补助结算手续；县外转院的农民在向委托管理机构递交

完备的资料后，10 个工作日内即可得到补助。四是稳定药

价制度。在全县范围内统一了277 种甲类药品价格，药品价

格平均下降了 20% 左右，让利于民，真正让农民得到了实

惠。五是严格药品价格公示、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公示、补助

费用公示等“三项公示”制度，将公示作为与广大农民群众

沟通的桥梁。六是公开办事程序。该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

理办公室和各委托管理机构将办事程序公开，把就医补助程

序图悬挂于各定点医疗机构明显位置，方便群众就医。

该县在推行便民服务的同时，注重“新、真、快、活、

强”，确保了运转程序的简化和快捷。一是“新”，即观念更

新。切实加强对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及委托管理机构工

作人员的教育培训，改变作风，转变观念，把思想统一到为

民服务、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上来。二是“真”，即真抓实

干，教育每个工作人员自觉扑下身子，对凡是农民群众应该

享受的权益按照规定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三是“快”，即

高效运作。在全县统一实行网络微机化管理，对收费、结算

全部实行微机操作。并在县农行设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

财政专户和合作医疗资金支出过渡账户，每月根据补助结算

情况直接由银行账户划拨。凡属能够当场办结的手续随办随

结，承诺办理的事项不超过5天。特别是在农民住院后的各

种运作程序的处理上，及时、快捷、迅速，不让农民跑空

趟。四是“活”，即工作方法灵活。在推行农村合作医疗过

程中，既遵循方案规定要求，又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做

到凡是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的坚决贯彻实施，凡是与农民利

益相悖的及时纠正完善。五是“强”，即针对性强。着力解

决在操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农民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意见，

争取绝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四、坚持管理到位——实行管理制度化、监督

民主化，确保合作医疗基金安全使用

为强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确保资金的安全使

用，武陟县实行了“四管一监”办法，以规范具体的管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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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管”即一是加强组织管理，在全县设立了22 个县乡

级委托管理机构，制定相应的组织措施，对全县所有定点医

疗机构（包括村卫生所）进行管理，并将合作医疗的运行情

况与干部政绩挂钩。二是加强制度管理，制定了基金管理、

医疗服务管理等20 多项管理制度，从各个方面规范工作人

员的行为。对合作医疗运行情况实行百分考核制，旬自查、

月督查、季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张榜公示，通报全县。三是

加强基金管理，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所有收入全额纳入

县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及时核定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周转金，严格周转金的管理和使用；对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实行据实结算；教育培训基金管理人员

熟悉业务知识，严把资金使用关；定期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

明察暗访，防止冒名顶替、套取基金等问题。四是加强服务

管理，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面启动为契机，从设备、人

才、技术、服务等方面全面加强各定点医疗机构建设，全面

提高服务水平。在费用报销上，能当场兑现的一律当场兑

现；需要调查核实的在承诺期间按规定办结并送到农民手

中；在医疗服务上，实行出院定期回访制，为农民患者提供

健康服务。“一监”，即实行民主监督制度。聘请县乡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农民代表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监督员，将

合作医疗基金的使用情况定期向群众公示，村卫生所每10

天公示一次，县乡卫生院及县直医疗单位每20天公示一次，

县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每月在县电视台公示一次。同时

对住院病人身份实行核实制，即对住院病人是否参加合作医

疗进行核实，杜绝冒名顶替现象，该县已经对6名冒名顶替

者终止了医疗补助。

通过坚持四个到位，武陟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

取得了较好的运作效果，使参保农民得到了方便和实惠。截

至2003 年底，该县已累计支付补助金 258.7 万元，其中：

健康储蓄卡支出178.7 万元，住院补助支出 80 万元；享受

补助共92 851人，其中：门诊补助92 703人，住院补助1 948

人，23人获得4 500元的最高封顶线补助。同时，该县还组

织15支健康体检服务队深入全县各乡镇，免费对参加合作

医疗但未得到住院补助的贫困户、50 岁以上的老年人和已

确诊的重症慢性病患者进行健康体检，共免费体检22 052

人，对发现的10 042名各类病人进行了及时治疗、健康指导

和追踪服务，真正取得了农民群众满意、政府部门满意、医

疗机构满意“一举三得”的效果。通过对该县1 000名参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满意度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98% 的被调查者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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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财经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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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财政预算、决算
BU D G E T AND  F INA L BUD GE T FRO 2003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BUD G E TAR Y REVE N UE R A TIO S O VER G D P BY REG IO N
单位：%  U nit：%

注：1.1994～2002 年财政收入为地方本级收入加上消费税和增值税75% 的部分。

2.1997 年以前的四川省含重庆市，从1997 年开始设立重庆直辖市，撤销原重庆市，四川省不含重庆市。

Note：a）The revenue in this table is local level plus consum ption tax and 75% V A T .

b）Prior to 1997，Chongqing city is in Sichuan Province.After 1997，it is exclud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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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国家财政预算、决算

GO VER NM E N T BU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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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ND FIN A L ACCO U N TS (2003)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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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中央财政预算、决算

TH E BUD G E T AN D FIN A L ACCO U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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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F THE CEN TR A L GO VERNM E N T (2003 )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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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地方财政预算、决算

TH E BU DG E T AND FIN A L ACCO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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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O F THE LO CA L GO VER NM E N T (2003)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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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收入完成预算情况

BUD G E T REVE N UE AND AC TUA L RE VEN UE BY REG IO N （2003）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本表财政收入为地方本级收入。

N ote：The revenue in this table refer to local level govern 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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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支出完成预算情况

BUD GE T EXPEND ITUR E AND AC TUA L EXPEN DIR UR E BY REG IO N （2003）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本表财政支出为地方本级支出。

N ote：The revenue in this table refer to local level govern 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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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收支及占全国和地方财政收支比重

BUD G E TAR Y REVE N UE AND EXPEND ITUR E BY REG IO NS AND TH E IR R A TIO S

O VER N A TIO N A L AN D LO CA L CO NSO LID A TIO N RESPEC TIVE LY （2003）

注：本表收支均为地方本级收支。

Note：Th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in this table is local level govern m ent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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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财政收支

PER CAPITA BUD G E TAR Y RE VE N UE AN D EX PEND ITURE BY REG IO N （2003）

注：此表财政收支为地方本级收支。
N ote： Th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in this table is local level govern m ent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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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北京市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 DG E TAR Y RE VE N UE AND EXPEND ITUR E IN BEIJIN G（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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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天津市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 DG E TAR Y RE VEN UE AND EXPEND ITUR E IN TIA N JIN（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03 年河北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 D G E TAR Y REVE N UE AN D EXPEND ITUR E IN H EBE I PRO V IN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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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山西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 E TAR Y RE VEN UE AN D EXPEND ITURE IN SH AN X I PRO V 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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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内蒙古自治区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 E TAR Y REVE N UE AND EXPEND ITURE

IN IN NER M O NGO LIA AU TO NOM O U S REG IO N（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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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辽宁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 E TAR Y REVE N UE AND EXPEND ITUR E IN LIAO N ING PRO V 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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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大连市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 D G E TAR Y RE VE N UE AND EXPEND ITUR E IN D A LIA N（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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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吉林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 E TAR Y REVE N UE AND EXPE ND ITUR E IN JILIN PRO V 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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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黑龙江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 D G E TAR Y REVE N UE AN D EXPEND ITUR E

IN H E ILO NG JIAN G PRO V 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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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上海市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 D G E TAR Y REVEN UE AND EXPEND ITURE IN SH AN G H A I（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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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江苏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G E TAR Y REVE NUE AN D EXPEND ITUR E IN JIA NGSU PRO V 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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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浙江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 E TAR Y REVE N UE AND EXPEND ITUR E IN ZH EJIAN G PR O V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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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宁波市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 DG E TAR Y REVE NUE AN D EXPEND ITUR E IN N IN G BO（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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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安徽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 E TAR Y REVE N UE AND EXPEND ITUR E IN AN H U I PR O V 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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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福建省（含厦门）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 E TAR Y R EVE N UE AND EXPEND ITUR E IN FU JIAN PRO V 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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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厦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 E TAR Y REVEN UE A ND EXPEND ITUR E IN XIAM E N（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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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江西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G E TAR Y REVEN UE AND EXPEND ITUR E IN JIAN G X I PRO V 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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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山东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 DG E TAR Y REVE NUE AND EXPEND ITUR E IN SH AN DO NG PRO V 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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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青岛市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E TAR Y R EVE N UE AND EX PEND ITUR E IN Q ING DAO（2002）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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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河南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A L ACCO UN T O F BUDG E TAR Y REVENUE AND EXPEND ITUR E IN H E NAN PRO V INCE（2002）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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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湖北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E TAR Y REVE N UE AND EXPEND ITURE IN H UBEI PRO V 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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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湖南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 E TAR Y REVE N UE AND EXPEND ITUR E IN H U N AN PRO V 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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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广东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A L ACCOUN T O F BUDGE TARY RE VEN UE AND EXP E ND ITURE IN G UANGDONG PRO VIN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03 年深圳市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 DG E TAR Y RE VE N UE AND EXPEND ITUR E IN SH E NZH E N（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0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AL A CCO UN T OF BUDGE TARY REVE NUE AND EXP ENDIT URE
IN GUANGXI ZHUANG AU TO NOM OUS REGION（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 usand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03 年海南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 E TAR Y REVEN UE AND EXPEND ITUR E IN H A IN A N PRO V IN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03 年重庆市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N T O F BUD GE TAR Y REVE N UE AN D EXPEND ITUR E IN CH O N GQ IN G（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03 年四川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L ACCO U N T O F BUD GE TAR Y REVENUE AND EXPEND ITURE IN SICH U AN PRO V IN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03 年贵州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 E TAR Y REVEN UE AND EXPEND ITURE IN G U IZH O U PRO V 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03 年云南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 E TAR Y REVE NUE AND EXPEND ITUR E IN Y U N N AN PRO V 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03 年西藏自治区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F BUD GE TAR Y REVEN UE AND EX PEND ITURE

IN TIBET AU TO NOM O US REG IO N（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03 年陕西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 E TAR Y REVE NUE A ND EXPEND ITUR E IN SH AA NX I PR O V 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03 年甘肃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G E TAR Y RE VEN UE AND EX PEND ITURE IN G ANSU PRO V IN 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03 年青海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N T O F BUD G E TAR Y REVEN UE AND EXPEND ITUR E IN Q IN G H A I PRO V INCE（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03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 E TAR Y REVEN UE AND EXPEND ITUR E

IN NIN GXIA H U I AU TO NOM O US REG IO N（2002）
单位：万元  U nit：10 thousand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03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FIN A L ACCO U N T O F BUD G E TAR Y RE VEN UE AND EXPEND ITURE

IN XIN JIA N G UYG UR AU TO NOM O US REG IO N（2003）
单位：万元  Unit：10 thousand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03 年财政收入超亿元县（市）统计表

（按收入次序排列）

FISC A L REVE N UE EXCEED IN G RM B 100 M ILLIO N IN 2003

Ranked by the Revenue
单位  U nit：万元  M illion Y 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历年财政收支

HISTORICAL ANNUAL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及增长速度

（包括国内外债务部分）

TO TA L BUD G E TAR Y R EVEN UE AND EX PEND ITUR E AND TH E IR G RO W TH R A TES

（INC LUD IN G FO RE IG N AND DOM ESTIC DEB TS）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注：1.本表总收入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总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用国外借款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国内收入增长速度是

扣除国外借款收入计算的。

2.本表统计的是1994年以前的口径。自1994 年起，国家财政收支不包括国内外债务部分，此表不再沿用。

Note：a）Total revenue include foreign and dom estic debts revenue，total expenditure include paym ent for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f foreign and do-

m estic debts and expenditure for capital construction w hich is financed by debts. D om estic revenue increase rate excludes foreign debts rev-

enue.

b）The tot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have excluded the foreign and dom estic debts since 19 94，so this table w asn't used any m ore.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及增长速度

（不包括国内外债务部分）

TO TA L BUD GE TAR Y REVEN UE AND EXPEND ITURE AND TH EIR GRO W TH R A TES

（NO T INC LUD ING FO REIG N AND DOM ESTIC DEBTS）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注：1.在国家财政收支中，价格补贴1985 年以前冲减财政收入，1986 年以后列为财政支出。为了可比，本表将1985 年以前冲减财政收
入的价格补贴改列在财政支出中。

2.从 2000年起，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付息支出。以下各表中涉及财政支出和中央财政支出数据的均为此口径。

Note：a）Am ong budgetary revenue and expenditure，price subsidies w ere list as negative revenue item prior to 1986，and they have been listed as
expenditure since 1986. For the com parison，the price subsidies prior to 1986 are listed as expenditure item in this table.

b）Since 2000，the budgetary expenditure included the paym ent for interest of foreign and dom estic debt，and other tables w hich concern the
budgetaty expenditure of central level are consistent w ith this defin itio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R A TIO O F BUD GE TAR Y REVE NUE TO G RO SS DOM ESTIC PRO DUC T

注：国家财政收入中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

Note：Budgetary revenue exclude price subsidies and dom estic and foreign debts.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

BUD G E TAR Y REVE N UE BY ITEM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注：国家财政收入中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

Note：Budgetary revenue excludes dom estic and foreign debts.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各项税收收入

GO VER NM EN T TAXES REVEN UE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注：1.农业各税包括农业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

2.企业所得税2001 年以前只包含国有及集体企业所得税。
3.企业所得税中1985 - 1993 年包括国有企业调节税，1994 年以后包括地方金融企业所得税。

N ote：a）The agriculture taxes include agriculture tax，anim al husbandry tax，tax on the use of cultivatd land，the taxes on special agriculture and

forests product and contract taxes.
b）Before 2001，the com pany incom e tax only included state-ow ned and collective enterprises incom e tax.

c）D uring the years 1985 to 1993，the incom e taxes levied on state-ow ned enterprises included the tax for adjusting incom ，since 1994，it has

also included the incom e tax levied on local financial enterprises.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收入

REVENUES FROM PRO D UC T TAX ，VA LUE AD DED TAX ，
BUSINESS TAX AND CO NSUM P TIO N TAX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1994 年税制改革后，流转税由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组成，取消产品税。

N ote：After 1994，the product tax w as abolished and the circulating tax is com posed of the value added tax，consum ption tax and business tax.

扣除地方上解和补助地方后的中央财政收支

CEN TR A L BUD GE TAR Y REVE N UE AND EXPEND ITUR E AFT ER REA LLO CA TIO N
BE TW EE N CEN TR A L AND LO CA L GO VER NM EN T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本表收入中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支出中不包括国内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用国外借款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

Note：Revenue in this table exclude the foreign and dom estic debts revenue，expenditure exclude paym ent for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f foreign and

dom estic debts and expenditure for capital construction w hich is financed by foreign debts.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农业主要税收收入

REVEN UE FROM TAXES IN AGR ICU LTUR A L SECTO R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外贸出口退税占全部流转税的比重

RA TIO O F TAX REBA TE O VER TO TA L TUR NO VER TAX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主要支出项目

BUD G E TAR Y EXPEND ITUR E BY M AIN ITEM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注：行政管理费中包括公检法司支出和外交外事支出。
Note：Expenditure for govern m ent adm inistration include：expenditure on public security agency， procuratorial w ork，the court of justice and for

foreign affairs.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按功能性质分类的支出

BUDG E TAR Y EXPEND ITUR E BY FUNCTIO N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图一：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分项目构成
  BU D G E TA RY REV EN U E CO M PO SITIO N（2003）

图二：2003年国家财政支出分项目构成

  BU D G E TA RY EX PEN D ITUR E D ISTR IB U TIO N（2003）

图三：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BU D G E TARY REV EN U E AS SH A RE O F G D P

图四：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对比
  G RO W TH RATE O F BU D G E TA RY REVEN U E V S.G RO W TH R ATE O F G D P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图五：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
  C EN TUR A L BU D G ETA RY REV EN U E A S SH A R E O F N ATIO N A L BU D G ETA RY

REV EN U E

图六：中央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C EN TR A L BU D G E TA RY D EFIC IT AS SH A RE O F G D P

图七：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
  D EB T D EPEN D EN CY O F CEN TR A L G O V ER NM EN T BU D G ET

图八：国家财政收支规模
  BU D G E TA R Y REV EN U E A N D EX PEN D ITU RE

图九：国家财政收支增长速度
  G RO W TH RATE O F REV EN U E A N D EX PEN D ITU RE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注：本表数字不包括国内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用国外借款收入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

N ote：The expenditure for the paym ent of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f dom estic and foreign debts and the expenditure for capital construction using

foreign loans are excluded in this table.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

BUD G E TAR Y EXPEND ITUR E O N AG R ICU LTUR E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注：从1998年开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1999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比上年略有减少，主要是增发国债

安排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减少所致。
Note：The item “expenditure for agricultural capital construction”has included the expenditure financed by govern m ent debt since 1998. The expen-

diture for agriculture decreased slightly m ainly because the expenditure for agricultural capit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increased national debt de-

creased in 1999.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

BUDGE TAR Y EXPEND ITUR E O N SC IE NCE AND RESEAR CH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注：1953～1968 年“科技三项费用”包括“科学事业费”。

N ote：From 1953 to 1968，“expenditur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 otion”include“science operating expense”.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与有关指标的比例

BUD GE TAR Y EXPEND ITURE O N SC IE NCE AND RESEAR CH AS

SH AR E O F RE LEV AN T IND ICA TO RS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

GO VER NM E N T EXPEND ITUR E O N ED UCA TIO N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注：1.从 1998年起，“各部门事业费中用于教育的支出”减少较多，是因为各部门事业费中的此项支出大部分改列在“教育事业费”中。

2.从 2003 年起，因农村税费改革，农村教育费附加支出减少较多。

Notes：a）Since 1998，there w as a big decrease in“Expenditure for education in the operating expense of various departm ent”；it is because this kind
of expense w as listed in item of“education operating expenditure”.

b）In 20 03，the extra-charge for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decreased largely due to the“the tax and charge reform ”in rural areas.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与有关指标的比例

GO VER NM EN T EXPEND ITURE O N ED UCA TIO N AS SH AR E O F

RE LEVAN T IND ICA TO RS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的支出

BUDGE TAR Y EXPEND ITUR E O N PENSIO N AND SO CIA L W E LFAR E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1.1977 年及以前各年退休费包括在抚恤支出中。从1996 年起离退休费不包括已划入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支出类中的由民政部门
管理的地方离退休费。

2.从1976 年起救灾支出中包括抗震救灾费。

N ote：a）Perior to 19 78，the expenditure for pension for retires w as included in the item “pension for disable”. Since 1996，local pension for retires

w hich are adm inistrated by civil departm ent has been excluded from the item “pension for retires”.

b）Since 1976，the relief funds for nature disasters included the earthquake relief funds.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政策性补贴支出

BU DG E TAR Y EXPEND ITURE O N PR ICE SUBSID IES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政策性补贴支出，1985 年以前冲减财政收入，1986年以后作为支出项目列在财政支出中。

N ote：The budgetary expenditures for price subsidies w ere listed as a negative revenue item prior to 1986，they have been listed as a budgetary expen-

diture item  since 1986.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债务发行情况

GO VER NM EN T DEB TS ISSU ANCE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从1999 年开始国内其他债务项目为债务收入大于支出部分增列的偿债基金。

N ote：Since 1999，other dom estic debts w ere the sinking fund w hich com e from the excessive part of the revenue from borrow ings m inus the expen-

diture for debts.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BUDG ETAR Y EXPEND ITUR E O N PAYM E N T FO R TH E PR INCIPA L AND IN TEREST O F DEBTS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从2000年开始，表中数据均为债务还本支出。

Note：Since 2000， the data of this form w as only the paym ent for the principal of debt.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及比重

CEN TR A L AND LO CA L BUD G E TAR Y REVE N UE AND TH E IR PRO PO R TIO NS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注：1.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均为本级收入。

2.本表数字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

Note：a）The central and local revenue in this table represent the incom e from  the central and locallevel govern m ent them selves.

b）The figure here exclude debt revenue.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及比重

CEN TR A L AND LO CA L BUD G E TAR Y EXPEN DITVRE AND TH E IR PRO PO R TIO NS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续表  Continued

注：1.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均为本级支出。
2.本表数字2000 年以前不包括国内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利用国外借款收入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从2000 年起，全国财政支出和中

央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付息支出。

Note：a）The central and local revenue in the table represent the incom e from central and local level govern m ent them selves.

b）The expenditure in the table exclude the paym ent for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f dom estic and foreign debt and the capital construction expendi-

ture w hich is financed by foreign debt before 2000. The expenditure of national and central govern m ent included the paym ent for interest
of dom estic and foreign debt since 2000.

中
国
财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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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社



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财政收支

BUD GE TAR Y REVEN UE AND EXPEND ITURE O F E TH N IC REG IO NS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表列五个自治区，系指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州、县（旗）系指

除上述五个自治区以外各省所属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旗）。

Note：Five autonom ous regions：inner M ongolia，N ingxia，X injiang and G uangxi. Autonom ous Canton and auton and autonom ous county refer to
autonom ous cantons and counties other than five autonom ous regions m entioned above.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中央财政收入主要项目

BUD GE TAR Y REVEN UE O F CEN TR A L GO VER NM EN T BY ITEM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中央财政支出主要项目

BUD G E TAR Y EXPEND ITUR E O F CEN TR A L GO VER NM E N T BY ITEM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1.行政管理费中包括公检法司支出和外交外事支出。
2.从2000 年开始，国内外债务付息支出计入财政支出。

Note：a）Expenditure for govern m ent adm inistration includes the expenditures for public security，procuratorial w ork and the court of justice and for
foreign affairs.

b）The expenditure of national and central govern m ent included the paym ent for interest of dom estic and foreign debt since 2000.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地方财政收入主要项目

BUD GE TAR Y REVEN UE O F LO CA L GO VER NM EN T BY ITEM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1994年以后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增值税75% 部分和消费税划为中央收入，因而1994 年起地方财政收入有所降低。

Note：After the tax-share system  aw s adopted in 1994 w ith 75% V A T and consum ption tax belong to central govern m ent，the local govern m ent rev-
enue decreased.

地方财政支出主要项目

BUD G E TAR Y EX PEND ITUR E O F LO CA L GO VER NM E N T BY ITEM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行政管理费中包括公检法司支出和外交外事支出。

N ote：Expenditure for govern m ent adm inistration includes the expenditures for public security， procuratorial w ork and the court of justice and for for-

eign affairs.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中央财政各项税收

CEN TR A L GO VER NM EN T TAXES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2001 年以前的企业所得税为国有企业所得税

Note：Prior to 1994，the com pany incom e tax only included the state- ow ned com pany incom e tax.

地方财政各项税收

LO CA L GO VER NM EN T TAXES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2001 年以前的企业所得税为国有企业所得税

Note：Prior to 199 4，the com pany incom e tax only included the state- ow ned com pany incom e tax.

中
国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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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

CEN TRA L BUD GE TAR Y EX PEND ITUR E O N O PER A TIO N O F CU LTUR E，

ED UCA TIO N，SCIENCE & H EA LTH CAR E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地方财政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

LO CA L BUD G E TAR Y EXPEND ITURE O N O PER A TIO N O F

CU LTUR E，ED UCA TIO N，SC IE NCE & HE A LTH CAR E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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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外资金收支总额及增长速度

TO TA L REVENUE AND EXPEND ITURE O F EX TR A - Budgetary Fund and their G row th Rates

注：1.1993 - 1995 年和1996 年的预算外资金收支包括的范围分别进行了调整，与以前各年不可比。从1997 年起，预算外资金收支不包

括纳入预算内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收费），与以前各年也不可比。各年收入和支出增长速度均按可比口径计算。

2.2002 年数为初步数。

Note：a）The scope of extra budgetary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w as adjusted between 1993 - 1995 and 1996， not com parable w ith previous years；

since 1997，the extra budgetary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hasn't included those funds（fees） brought into govern m ent budgets，not consist-

ed w ith previous year. The grow th rate w as calculated by constant figures each year.

b）The figures in 2002 are prelim 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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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外资金分项目收入

EX TR A - BUD GE TAR Y REVE NUE BY ITEM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1993～1995 年和1996年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包括的范围进行了调整，与以前各年不可比。从1997 年起，预算外资金收入不包括纳入预

算内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收费），与以前各年也不可比。

Note：The scope of extra budgetary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w as adjusted betw een 1993～1995 and 1996，not com parables w ith previous years，

since 1997，the extra budgetary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hasn't included those funds（fees）brought into govern m ent budgets，not consisted

w ith previou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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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外资金分项目支出

EX TRA - BUD G E TAR Y EXPEND ITURE BY ITEM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1996 年预算外资金支出包括的范围进行了调整，与以前各年不可比。从1997 年起，预算外资金支出不包括纳入预算内管理的政府性

基金（收费）。

Note：In 1996，the scope of extra- budgetary expenditure w as adjusted，not consisted w ith previous years，since 1997，the extra budgetary expen-

diture hasn't included those funds（fees）brought into govern m ent budgets，not com parable w ith previous years.

中央和地方预算外资金收支及比重

EX TR A - BU D G E TAR Y RE VE N UE AND EXPEND ITUR E O F CEN TR A L AN D LO CA L

注：1993～1995 年和1996 年的预算外资金收支包括的范围分别进行了调整，与以前各年不可比。从1997 年起，预算外资金收支不包括纳

入预算内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收费）。

Note：The scope of extra budgetary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w as adjusted betw een 1993～1995 and 1996，not com parables w ith previous years，

since 1997，the extra budgetary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hasn't included those funds（fees）w hich have been brought into budgetary m anage-

m ent， not consisted w ith previous year. Each years grow th rate w as calculated by constant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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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外资金收入

EX TR A - BUD GE TAR Y REVEN UE BY REG IO N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1997 年以前的四川省含重庆市，1997 年开始设立重庆直辖市，撤销原重庆市，四川省不含重庆市。

Note：Prior to 1997，Chongqing city is in Sichuan Province. After 1997，it is ex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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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外资金支出

EX TR A - BUD G E TAR Y EXPEND ITURE BY REG IO N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注：1997 年以前的四川省含重庆市，从1997 年始设重庆直辖市，撤销原重庆市，四川省不含重庆市。

N ote：Prior to 1997，Chongqing city is in Sichuan Province. A fter 1997，it is ex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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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财政收入：指国家财政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取得的收入，是实

现国家职能的财力保证。财政收入所包括的内容几经变化，目前主

要包括：

（1）各项税收：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关税、农牧业税、契税、耕地占用

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车辆购置税等。

（2）专项收入：包括征收排污费收入、征收城市水资源费收入、

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等。

（3）其他收入：包括利息收入、基本建设贷款归还收入、基本

建设收入、对外贷款归还收入、捐赠收入等。

（4）国有企业亏损补贴：这项为负收入，冲减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国家财政将筹集起来的资金进行分配使用，以满足

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等社会公共需要，主要包括：

（1）基本建设支出：指按国家有关规定，属于基本建设范围内

的基本建设有偿使用、拨款、资本金支出以及经国家批准对专项和

政策性基建投资贷款，在部门的基建投资额中统筹支付的贴息支出。

（2）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指国家预算内拨给用于企业挖潜、革

新和改造方面的资金。包括各部门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和企业挖潜改

造贷款贴息资金。

（3）地质勘探费：指国家预算用于地质勘探单位的勘探工作费

用，包括地质勘探管理机构及其事业单位经费、地质勘探经费等。

（4）科技三项费用：指国家预算用于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

费、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等方面的支出。

（5）支援农村生产支出：指国家财政支援农村集体（户）各项

生产的支出。包括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费，支援农村合作

生产组织资金，农村农技推广和植保补助费，农村草场和畜禽保护

补助费，农村造林和林土保护补助费，农村水产补助费，以及粮食

生产自给工程资金等。

（6）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指国家财政用于农垦、农

场、农业、畜牧、农机、林业、森工、水利、水产、气象、乡镇企

业的技术推广、良种推广（示范）、动植物（畜牧、森林）保护、水

质监测、勘探设计、农业资源调查、干部训练等项事业费。

（7）工业交通商业等部门的事业费：指国家预算支付给工交商

各部门用于事业发展的人员和公用经费支出。

（8）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指国家预算用于文化、出版、文物、

体育、档案、地震、海洋、通信、广播、电影电视、计划生育、党

政群干部训练、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协、卫生、中医、

药品监督管理等项事业发展的人员和公用经费支出。

（9）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指国家预算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

救济事业的经费。包括牺牲病故和伤残抚恤费，烈军属、复员退伍

军人生活补助费，退伍军人安置费，优抚事业单位经费，烈士纪念

建筑物管理、维修费，军队移交地方安置的离退休人员费用，农村

社会救济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费，特大

自然灾害灾后重建补助费，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和残疾人事业费等。

（10）国防支出：指国家预算用于国防建设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支

出，包括军费、国防科研事业费、民兵建设费以及专项工程经费等。

（11）行政管理费：包括人大、政府机关、政协、共产党机关、

民主党派机关、社会团体机关等单位的行政管理经费。

（12）政策性补贴支出：指经国家批准，由国家财政拨给用于粮

棉油等产品的价格补贴支出。主要包括粮、棉、油差价补贴，平抑

物价和储备糖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粮食风险基金，副食

品风险基金，地方煤炭风险基金等。

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指按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划分

的中央本级收入和地方本级收入。1994 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

后，中央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消费

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

税，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等集中缴纳的营业税、

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辆购置税，船舶吨税，增值税的 75% 部

分，证券交易印花税的94% 部分，个人所得税的利息所得税部分和

海洋石油资源税。地方财政收入主要包括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不含利息所得税部分），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

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印花

税，屠宰税，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土地增

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增值税 25% 部分，证券交易印花税

的 6% 部分和除海洋石油资源税以外的其他资源税。

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指根据各级政府在经济和社会

活动的不同职责，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进而确定的中央本

级财政支出和地方本级财政支出。中央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国防支出，

武装警察部队支出，中央级行政管理费和各项事业费，重点建设支

出以及中央政府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

等方面的支出。地方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地方行政管理和各项事业费，

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城市维

护和建设经费，政策性补贴支出等。

预算外资金收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履行或

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而收取、

提取和安排使用的未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各项财政性资金。其范围

主要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附加

收入等，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计划（物价）部门审批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国务院及财政部审批建立的政府性基金、附加

收入，以及其他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社会保障基金在国

家财政尚未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制度以前，先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

进行管理，专款专用。财政部门在银行开设统一的专户，用于预算

外资金收入和支出管理。部门和单位的预算外收入必须上缴同级财

政专户，支出由同级财政按部门预算或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和单位

财务收支计划统筹安排，从财政专户中拨付，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债务收入：国家以信用形式筹措的资金，包括财政部对国内商

业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发行的各种政府债券、财政部在国际资金市场

发行的外币债券以及国家财政“统借统还”的其他政府外债。

债务还本支出：指国家财政用于偿还国内、国外债务本金支出。

中央财政赤字：指当年中央财政总支出大于中央财政总收入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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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 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Governm ent Revenue refers to the revenue of the govern-
m ent finance by m ean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ocial products，w hich i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ensuring the

govern m ent to function. The contents of govern m ent revenue
have been changed several tim es. Now it includes the follow ing
m ain item s：

（1）Various tax revenues，including value added tax，con-

sum ption tax，business tax，tax on city m aintenance and con-

struction，resources tax，tax on use of urban land，enterprise in-

com e tax，personal incom e tax，tariffs，tax on agriculture and

anim al husbandry，contract tax，tax on occupancy of cultivated

land，stam p tax on security exchange and vehicle purchase tax
etc.

（2）Special revenues，including revenue collected from  im -

posing fee on sewage treatm ent，revenue collected from im posing

fee on urban w ater resources ，and extra- charges for education，
etc.

（3）O ther revenues，including revenue from the repaym ent

of capital construction loan，revenue from  capital construction

Projects，and donations and grants.

（4）Subsidies to the loss-m aking enterprises，w hich is an

item of negative revenue used to eat up part of the govern m ent

revenue.

Governm ent Expenditure refers to the distribution and use

of the funds the govern m ent finance has raised，so as to m eet the

needs of econom ic construction and various causes. It includes
the follow ing m ain item s：

（1）Expenditure for capital construction：It refers to the

non- gratuitous use and appropriation of funds for capital con-

struction in the range of capital construction，outlay of capital as

w ell as the loans on capital construction approved by the govern -

m ent for special purpose or policy purpose and the expenditure

w ith discount paid in an overall w ay w ithin the am ount of the

funds appropriated to the departm ents for capital construction.

（2）Innovation funds of  the enterprises：They refer to the

funds appropriated from the govern m ent budget for the enter-

prises to tap the latent pow er，upgrade the technology and carry
out innovation， including the innovation fund of the depart-

m ents，loan of the enterprises for innovation.

（3）Geological prospecting expenses：They refer to the ex-

penses appropriated from the govern m ent budget to the geologi-

cal prospecting units for the expenditures of the prospecting

w ork，including the expenditures of the adm inistrative agencies

for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their institutional units as w ell as

the geological prospecting expenditure.

（4）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 otion funds：They refer

to the expenses appropriated from the governm ent budget for the
new product developm ent expenditure，expenditure for interm e-

diate trial and subsidies on im portant scientific researches.

（5）E xpenditure for supporting rural production：It

refers to the expenditures appropriated from the governm ent

budget for supporting the various expenditures of the rural col-

lective units or households for production，including the subsidies

to the sm all w 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w ell drilling，sprin-

kling irrigation projects run by the villages；subsidies to the ex-

penditure for populariz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and

plant protection in the rural areas；subsidies to the expenditure

for the protection of grasslands and cattle and fow ls；subsidies on

a forestation and forest production in rural areas；subsidies on the

rural aquatic products industry；special fund for developing grain

production.

（6）Operating expenses of  the departm ents of  farm ing，

forestry，w ater conservancy and m eteorology etc.：They refer

to the expenses appropriated from the govern m ent budget for the

expenditures of agricultural exclam ation，farm s，agriculture，an-

im al husbandry，agricultural m achinery，forestry，tim ber indus-

try，w ater conservancy，aquatic products industry，m eteorolo-

gy，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 in tow nship enterprises，popular-

ization（dem onstration）of im proved vanities，plant（cattle and

fow ls，forest）protection，w ater quality m onitoring，prospecting

and designing，resources investigation，cadres training etc.

（7）Operating expenses of  the departm ents of  industry，

transport and com m erce：They refer to the expenses appropriat-

ed from the govern m ent budget to the departm ents of industry，

transport and com m erce for the expenditure of business develop-

m ent etc.

（8）Operating expenses for culture，education，science

and public health：They refer to the expenses appropriated from

the governm ent budget for the expenditures of the causes of cul-

ture，publication，cultural relics，free m edical services，sports，

archives，earthquake，ocean，com m unications，broadcasting，
film  and television，fam ily planning；expenditure for training of

cadres of govern m ent，party and m ass organization；expendi-

tures for natural sciences，social sciences，association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public health，traditional Chinese m edical ad-

m inistration etc.

（9）Pension and relief  funds for social welfare：They re-

fer to the funds appropriated from the governm ent budget for the

expenditures of pension for the disabled or for the fam ilies of the

bereaved and relief funds for social w elfare，including the lum p

- sum or regular pension paid by the departm ents of civil affairs

to the m em bers of m artyrs fam ilies and fam ilies of those w ho

died for the public interest，pension to the revolutionary dis-

abled，subsidies for perm anent disability of various kinds，subsi-

dies to the m ilitary m artyrs dependents and the dem obilized ser-

vicem en，expenditure for settling dow n the dem obilized service-

m en，operating expenses of the consoling institutions，expenses
for m anagem ent and repair of the com m em orative buildings for

the m artyrs，the expenses m anaged by the departm ents of civil
affairs for the retirees and those w ho have quitted their w ork，

expenses for social belief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operating ex-

penses for providing relief to the areas of natural calam ity and

subsidies on the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particularly severe natu-

ral calam ities，etc.

（10）E xpenditures for national defence：They refer to the

funds appropriated from the govern m ent budget for the expendi-

tures for building up national defence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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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inducing expenses of national defence，expenses of sci-

entific researches on national defence，expenses for building up

People's m ilitia and expenditure for special projects，etc.

（11）E xpenses for governm ent adm inistration：They refer

to the expenditure for adm inistration，including the adm inistra-

tive expenses of the N ational People's Congress，the governm ent
sectors，the N ational People's Political Conference，the Com m u-

nist Party，the dem ocratic parties sectors and other juridical as-

sociation.

（1 2）Expenditure for price subsid ies：It refers to the ex-

penditure appropriated，w ith the approval of the govern m ent，

from the governm ent budget for the policy subsidies to price ad-

justm ent，including the fund for the increase of grain prices，the

subsidies to the difference betw een the selling prices and pur-

chasing prices of grains，cotton and edible oil，aw ards in addition

to the purchasing prices of cotton，risk fund for non - staple

food.

Revenue of the central govern m ent and revenue of the local
governm ents：In accordance w ith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truc-

ture of the govern m ent finance in1994 on the basis of the classi-

fication of channels for collection of tax revenues，the revenue of

the central governm ent and the revenue of the local govern m ents

have different coverage. The revenue of the central govern m ent

includes tariff，consum ption tax and value added tax levied by

the custom s，consum ption tax，incom e tax of the enterprises

subordinate to the central govern m ent，incom e taxes of the local

banks，foreign - funded banks and non - bank financial institu-

tions，business tax，profits of railw ays，head offices of banks，

head office of insurance com pany，w hich are handed over to the

govern m ent in a centralized w ay，tax on city m 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vehicle purchase tax，cargo tax，75 % of the value

- added tax，tax on ocean petroleum resources，94% of the

stam p tax on security exchange，the incom e tax of the interests.

The revenue of the local govern m ents includes business tax，in-

com e tax of the enterprises subordinate to the local governm ent，

personal incom e tax（ excluding the incom e tax of interest），tax

on the use of urban land，tax on the adjust of the investm en t in

fixed assets，tax on tow n m 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tax on

real estates，tax on the use of vehicles and ships，stam p tax，

slaughter tax，tax on agriculture and anim al husbandry，tax on

special agricultural products，tax on the occupancy of cultivated

land，contract tax，the value added tax of the land，the state

ow ned land usage tax，25% of the value added tax，6% of the

tax on stock dealing（stam p tax）and tax on resources other than

the ocean petroleum resources.

Expenditure of the central governm ent and expenditure of
the local governm ents：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the

central govern m ent and local governm ents in the econom ic and
social activities，the rights of affairs adm inistration are classified

betw een the central govern m ent and local govern m ents；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expenditure betw een the central governm ent

and local govern m ents are m ade on the basis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affairs adm inistration betw een them . The expen-

diture of the central govern m ent includes the expenditure for na-

tional defence，expenditure for arm ed police forces，the adm inis-

trative expenses and various operating expenses at the level of

central govern m ent，expenditure for key projects and the expen-

diture of the central governm ent for adjusting the national eco-

nom ic structure，coordinating the developm ent am ong different

regions and exercising the m acro - econom ic regulation and con-

trol. The expenditure of the local govern m ents includes m ainly

the adm inistrative expenses and various operating expenses at the
level of local govern m ents，the expenditure for capital construc-

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 ith the funds raised by the lo-

cal govern m ent，expenditure for supporting rural production，

expenditure for city m 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 and expendi-

ture for price subsidies，etc.

Extra- budgetary revenue and expenditure：Extra - bud-
getary fund refers to financial fund of various types not covered

by the regular governm ent budgetary m anagem ent，w hich is col-

lected，allocated or arranged by governm ent agencies，institu-

tio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w hile perform ing duties delegated

to them or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 ent in accordance w ith law s，

rules and regulations. It m ay covers follow ing item s：adm inistra-

tive and institutional fees，funds and extra charges that are stip-

ulated by laws and regulations；adm inistrative and institutional

fees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provincial govern m ents
and their financial and planning（price m anagem ent）depart-

m ent；funds and extra charges establish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M inistry of Finance；funds turned over to com peten t de-

partm ents by their subordinate institutions；self-raised and col-

lected funds by tow nship govern m ents for their ow n expendi-

ture， and other financial funds that are not covered in budgetary

m anagem ent. Social security funds are treated as extra- budget

fund and m anaged for its exclusive use，given the circum stance

that separate govern m ent budgetary system for social security is

yet to be designed. Special accounts are opened by the financial

departm ents in banks for the m anagem ent of revenue and expen-

diture of ex tra - budgetary fund. Extra- budgetary revenge and

expenditure are m anaged separately，nam ely，revenue of institu-

tion s and departm ents m ust enter into the special accounts of the

financial departm ents at the sam e adm inistrative level，and their

extra- budgetary expenditure is arranged in line w ith the extra

- budget plans and appropriated from these accounts.

Debt Revenue refers to the fund raised by the governm ent
in the form of credit. It includes the various kinds of govern m ent

bonds issued to the dom estic com m ercial bank and other in-

vestors by the M inistry of Finance，the foreign currency bonds
issued at the intern ational capital m arket by the M inistry of fi-

nance and other“unitive borrow ing and refunding”foreign debt.

Expenditure of the Principal paym ent for National Debts
refers to the governm ent expenditure of the principal paym ent

for the foreign and dom estic debts of the fiscal year.

Central governm ent deficit refers to the gap betw een the
total central govern m ent expenditure and the total central gov-

ern m ent revenue of the fisca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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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
ENTERPRISE FINAN CE

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TO TA L ASSE TS O F STA TE - O W N ED EN TERPR ISES

全国国有企业资产主要项目构成

M AIN COM PO NEN TS O F ASSE TS O F STA TE - O W NED EN TERPR ISES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全国国有企业负债总额
TO TA L LIABILITIES O F STA TE - O W NED EN TERPR ISES

注：负债总额中含少数股东权益。

N ote：The total liabilities include the m inority shareholders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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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国有企业负债主要项目构成

M AIN COM PO NE N TS OF LIABILITIES O F STA TE - O W N ED EN TERPR ISES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全国国有企业所有者权益总额

TO TA L O W N ER 'S EO U ITY O F STA TE - O W NED EN TERPR ISES

全国国有企业所有者权益主要项目构成

M A IN COM PO NEN TS O F O W N ER 'S EQ U ITY O F STA TE - O W N ED EN TERPR ISES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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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国有企业主要指标

M A IN IN D ICA TO RS O F STA TE - O W NED EN TERPR ISES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全国国有企业盈利和亏损状况

PRO FIT AND LO SSES O F STA TE - O W NED EN TER PR ISES

注：1999年和2000 年盈利面含零利润企业。

N ote：The profit- m aking enterprises percentage of year 1999 and 2000 includes zero - profit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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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TO TA L ASSE TS O F LO CA L STA TE - O W N ED EN TERPR ISES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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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方国有企业销售收入

TO TA L SA LES REVEN UE O F LO CA L STA TE - O W NED EN TER PR ISES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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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方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TO TA L PRO FIT O F LO CA L STA TE - O W NED EN TER PR ISES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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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

ASSE TS - LIABILITIES R A TIO O F LO CA L STA TE - O W NED EN TERPR ISES
单位：%  U nit：%

注：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 100% 。其中：负债总额中含少数股东权益，资产总额中不含土地价值。

N ote：Assets- liabilities Ratio = Total liabilites/ Total assets * 100% . Am ong w hich：Total liabilities include the m inority shareholders equity，and total

as-sets esclude the value of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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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方国有企业净资产利润率

PRO FIT M AR G IN O N NE T ASSE TS O F LO CA L STA TE - O W N ED EN TERPR ISES
单位：%  U nit：%

注：净资产利润率= 利润总额/净资产 * 100% 。

N ote：Profit m argin on net assets= Total profit/Net assets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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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方国有企业流动比率

CUR R EN T R A TIO O F LO CA L STA TE - O W NED EN TERPR ISES
单位：%  U nit：%

注：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 100% 。

N ote：C urrent ratio = C urrent assets/Current liabilities *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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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方国有企业不良资产占权益比重

R A TIO O F UN H EA LTH Y ASSE TS TO EQ U ITY O F LO CA L STA TE - O W NED EN TERPR ISES
单位：%  U 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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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方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总额

TO TA L STA TE - O W NED ASSE TS O F LO CA L STA TE - O W NED EN TER PR ISES
单位：亿元  U nit：100 m ill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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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综 合开发
INTE GR A IED AGNRICULTURAL DEVELOPMENT

2003 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投入情况表

INPU T IN IN TEG R A TED AG R IC U LTUR A L DEVE LO PM E N T PRO JECTS N A TIO N W ID E IN 2003

注：1.本表中各指标的统计数据均为由地方组织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多种经营项目、科技示范项目和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
灌溉农业二期项目，以及由中央农口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统计数据的合计数。

2.“部门项目”栏1995～2003 年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数据，仅统计了海南农垦总局天然橡胶基地项目的数据，其他部门项目数据
含 在各（区、市）的数据中。

3.“国家办”栏指农业综合开发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灌溉农业二期项目中，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用于机构支持与发展的资金。
Note：a）The statistical data of all indicators in the table is the sum of land harn essing projects，diversified farm operation projects and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developm ent projects of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im plem ented by localities，lrrigated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Ⅱ Projects fi-
nanced by the W orld Bank loan the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projects organized and im plem ented by agriculture related departm 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 en t.

b）The central finance and local finance fund data for“Sector projects”from 1995 to 2003 only included the data of natural rubber base project of
H ainan Land Reclam ation Bureau，w hile the data of other sector projects is included in the data of projects in provinces（autonom ous region and
m anicipalities）；

c）“N ational Project O ffice”refers to the fund for institutional developm ent of the State Com prehensive Agricultural O ffice in the lrrigated Agri-
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Ⅱ Projects under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using the W orld Bank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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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3 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投入情况表

IN PU T IN IN TEG R A TED AGR ICU LTUR A L DEVE LO PM EN T PRO JECTS N A TIO N W ID E FROM 1988 TO 2003

注：1.本表中各指标的统计数据均为由地方组织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多种经营项目、科技经营项目、科技示范项目和利用世界
银行贷款加强灌溉农业二期项目，以及由中央农口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统计数据的合计数。

2.“部门项目”栏1995～2003 年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数据，仅统计了海南农垦总局天然橡胶基地项目的数据，其他部门项目数据
含在各（区、市）的数据中。

3.“国家办”栏指农业综合开发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灌溉农业二期项目中，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用于机构支持与发展的资金。
N ote：a）The statistical data of all indicators in the table is the sum  of land harn essing projects，diversified farm  operation projects and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developm ent projects of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im plem ented by localities，lrrigated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Ⅱ Projects fi-
nanced by the W orld Bank loan the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projects organized and im plem ented by agriculture related departm 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 m en t.

b）The central finance and local finance fund data for“Sector projects”from 1995 to 2003 on ly included the data of natural rubber base project of
H ainan Land Reclam ation Bureau，w hile the data of other sector projects is included in the data of projects in provinces（autonom ous region and
manicipalities）；

c）“National Project O ffice”refers to the fund for institutional developm ent of the S tate Com prehensive Agricultural O ffice in the lrrigated Agri-
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Ⅱ Projects under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using the W orld Bank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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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

INVESTM E N T COM P LE TED FO R THE COM PO NE N T O F IN TEG R A TED 

注：农业综合开发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灌溉农业二期项目、由中央农口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本表中未作统计。
N ote：Excluding Irrigated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Ⅱ Projects under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using the W orld Bank loan and integrated a-

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projects im plem ented by agriculture related departm 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 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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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目投资完成情况表

AGR ICU LTUR A L DEVE LO PM E N T N A TIO N W ID E IN 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000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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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

M AJO R TASK S COM P LE TED I IN TH E COM PO NE N T O F IN TEG RA TED 

注：农业综合开发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灌溉农业二期项目、由中央农口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本表中未作统计。
N ote：Excluding Irrigated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Ⅱ Projects under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using the W orld Bank loan and integrated a-

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projects im plem en ted by agriculture related departm 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 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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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目主要任务完成情况表

AG R IC U L TUR A L D EV E LO PM E N T N A TIO N W ID E 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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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全国农业综合

EFFECTS O F IN TEG R A TED AG R IC U LTUR A L DEVE LO PM E N T 

注：农业综合开发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灌溉农业二期项目、由中央农口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本表中未作统计。
N ote：：Excluding Irrigated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Ⅱ Projects under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 t using the W orld Bank loan and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

m ent projects im plem ented by agriculture related departm ents of the central govem 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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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项目效益表

PRO IECTS N A TIO N W ID E 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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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2003 年全国农业

BASIC STA TISTICS IN IN TEG R A TED AG R ICU LTUR A L 

注：本表中各指标的统计数据均为由地方组织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多种经营项目、科技示范项目和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

灌溉农业二期项目，以及由中央农口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统计数据的合计数。

Note：The statistical data of all indicators in the table is the sum  of land ham eessing projects，diversified farm  operation projects and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developm ent projects of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im plem ented by localities，lrrigated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Ⅱ Projects fi-

nanced by the W orld Bank loan and the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projects organized and im plem ented by agriculture related depart-

m 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 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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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开发基本情况表

Developm ent Nationw ide from  1998 t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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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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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1988～2003 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

IN VESTM E N T CO M P LE TED FO R TH E COM PO NE N T O F IN TEG R A TED

注：农业综合开发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灌溉农业二期项目、由中央农口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本表中未作统计。
N ote：Excluding Irrigated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Ⅱ Projects under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using the W orld Bank loan and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projects im plem ented by agriculture related departm 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 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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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目投资完成情况表

AG R ICU LTURA L DEVE LO PM E N T N A TIO N W ID E FROM 1988 T0 2003
单位：万元  U nit：10 000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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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2003 年全国农业综合开

M AJO R TASK S CO M P LE TED IN TH E COM PO NE N T O F IN TEG R A TED

注：农业综合开发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灌溉农业二期项目、由中央农口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本表中未作统计。
N ote：Excluding Irrigated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Ⅱ Projects under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using the W orld Bank loan and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projects im plem ented by agriculture related departm 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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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分项目主要任务完成情况表

AG R ICU LTUR AL D EVE LO PM E N T N A TIO NW ID E 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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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2003 年全国农业综合

EFFECTS O F IN TEG R A TED AG R ICU LTUR A L DEVE LO PM E N T 

注：农业综合开发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灌溉农业二期项目、由中央农口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本表中未作统计。

N ote：Excluding Irrigated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Ⅱ Projects under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using the W orld Bank loan and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projects im plem ented by agriculture related departm 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 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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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项目效益表

PRO JEC TS N A TIO N W ID E FROM 1988 T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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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农业综合开发：指在一定的时间里和确定的区域内，为全面开

发利用农业资源，发展地区农业经济而进行的综合性生产建设活动。

开发的主要内容是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开垦荒地、植

树造林、装备机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多种经营等。它的最终目

标是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要素，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确定的区域范围内，为

获得预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经农业综合开发管理部门批准，

由项目建设单位组织实施，通过综合收入，运用综合措施，对农业

资源进行综合开发的投资活动。

国家自1988年起开始立项实施农业综合开发。1988～1993 年

统称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自 1994 年起，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分为两

类，即土地治理项目和多种经营项目；自1999年起，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分为三类，增设科技示范项目。此外，从1998年起，在农业综

合开发中组织实施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灌溉农业二期项目，项

目实施范围为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5 省以及国家农业综

合开发信息管理与培训中心，建设期为1998～2002 年。

项目县及农场：指经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批准立项实施农

业综合开发的县（含市、区、旗）、农场（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所属县团级农场）。

中央财政资金：指中央财政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其中：

1998～2003 年含作为中央财政资金安排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世界银

行贷款。

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指地方各级财政按照一定比例与中央财政

资金配套投入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其中：1998～2003 年含世行贷

款项目的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银行贷款：指用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的银行贷款及其他信

贷资金投入数。

自筹资金：指项目区农村集体、农民群众、项目建设单位（包

括企业、农牧场、地方有关部门等）筹集用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

设的现金和以物折资数。

改造中低产田：指对现有中低产田，通过水利、农业、林业、

科技等措施综合治理，改善其基本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使之成为

高产稳产农田的面积。

开垦宜农荒地：指将宜于农用的尚未开发利用的土地或虽已耕

种过但撂荒三年以上的撂荒地开发成耕地的面积。

草原 （场）建设：指为保护和建设草原（场）所进行的人工种

草、天然草场改良、划区轮牧、饲草（料）基地建设的面积。

建设优质粮食基地：指从1999 年开始立项实施，在已经完成中

低产田改造或在同时进行中低产田改造的耕地上，通过规模化种植

经国家资格认定的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优质粮食品种的面积。

建设优质饲料作物基地：指从 1999 年开始立项实施，在已经完

成中低产田改造或在同时进行中低产田改造的耕地上，通过规模化

种植经国家资格认定的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优质饲料作物品种的

面积。
农业高新科技示范：指1999 年开始设立的，以市场为导向，效

益为中心，省级以上（含省级）综合实力较强的农业科研、教学单

位为技术依托单位，在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引进 2 项

以上农业高新技术，并与其他常规技术组装配套：探索形成不同区

域优势产业先进适用技术支撑体系的项目高新技术及品种示范应用

面积。
农业科技推广综合示范：指 2000 年开始设立的，以市场为导

向，效益为中心，省级以上（含省级）综合实力较强的农业科研、

教学单位为技术依托单位，在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的基础上，着

力进行农业先进适用成熟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促进区域优势产

业升级，同时适当引进先进成熟技术进行示范，为今后推广应用增

加必要技术储备的项目先进成熟适用技术及品种推广应用面积。

农业现代化示范：指2002 年开始设立的，以市场为导向，效益

为中心，省级以上（含省级）综合实力较强的农业科研、教学单位

为技术依托单位，以加强基础设施、投入要素、农业科技和经营管

理体制建设为主要内容，推进当地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项目先进成熟

适用技术、品种示范推广面积与产业基地建设面积之和。

新增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指通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主要

农产品（粮食、棉花、油料、糖料）在正常年景下能够较开发前增

加的产量。该数据是运用典型调查、同等地块相比等方法计算得出

的。
新增其他农产品产量：指通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新增加的

种值（粮棉油糖除外）、养殖产品产量。

Explanatory notes on m 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refers to com prehen-

sive production developm ent activities conducted for regional a-

gricultural econom y developm ent and for overall developm ent and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 given period of tim e and

w ithin selected areas. The m ain contents of developm en t are

land leveling，construction of w ater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facili-

ties，soil im provem ent land reclam ation，afforestation，equip-

m ent and m achineries，im provem ent of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developm ent of diversified farm operations. Its ultim ate

objectives are rational deploym en 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le-

m ents，im provem ent of com preh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m arket com petitiveness so as to prom ote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 odern agriculture.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projects refer to in-

vestm ent activities for integrated developm ent of agricultural re-

sources in a given period of tim e and in seloected areas through

com prehensive input and using com prehensive m easures in order

to obtain expected econom ic，social and ecological effects，w hich

are approved by the adm inistration of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

velopm ent and im plem ented project construction agencies.

Since 1998，the State started to im plem ent integrated agri-

cultural developm ent. From 19 88 to 1993，all these activities

w ere referred to as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project.

Since 199 4，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projects w ere

divided into tw o categories，i. e. Land H arnessing Projects and

D iversified Farm O peration Projects. Since 1999，integrated a-

gricultural developm en t projects w e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

gories to inclu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 em onstration Pro-

jects. In addition，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since

1998 also organized and im plem en ted Irrigated Agricultural In-

tensification Ⅱ  Projects using the W orld Bank loan. The project

scope covered five provinces of H ebei，Henan，Shandong，Anhui

and Jiangsu as w ell as the com ponent of the Inform ation and

Training Center of the State Com prehensive Agricultural D evel-

opm ent. The duration of the project w as from 1998 to 2002.

Project counties and farm s refer to counties（including

cities，districts and banners）and farm s（ including X 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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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D evelopm ent Com m and and county level farm s affili-

ated to the G eneral Bureau of Land R eclam ation of H eilongjiang

Province）that are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m prehensive Agri-

cultural D evelopm ent O ffice to im plem ent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Central finance funds refer to funds used for integrated a-

gricultural developm en t by the cen tral govern m en t finance，it in-

cluded the W orld Bank loan arranged by central finance for inte-

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from 1998 to 2003.

Local counterpart funds refer to funds earm arked by local

finance at various levels as counterpart funds to m atch w ith cen-

tral finance funds for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 t，it in-

cluded local counterpart funds for the W orld Bank project from

1998 to 2003.

Bank loan refer to bank loans and other credit fund inpu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pro-

jects.

Self-raised funds refer to cash and in kind input of collec-

tives in rural areas，farm ers and project im plem enters（including

enterprises，farm s，livestock farm s and local relevant depart-

m ents）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

m ent projects.

Im provem ent of low and m edium yield cropland：through

com prehensive harnessing m easures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a-

gricultural，forestry，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basic produc-

tion condition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 ent of the existing low

and m edium yield cropland are im proved to becom e high and sta-

ble yielding cropland.
Reclam ation of barren land suitable for agriculture refers

to the developm ent process of turn ing undeveloped and unused

land that is suitable for agriculture or arable land that has been in

fallow for over three years into arable land.

G rassland developm ent refers to the areas of artificial seed-

ing of grassland，im provem ent of natural grassland，grazing ro-

tation zoning and fodder production base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develon grassland.

Developm ent of high quality grain production base refers to

the acreage of high quality grain varieties exam ined by the crop

variety assessm ent com m ission w ith credentials of the State，

w hich are planted in arable land that has gone through low and

m edium yield cropland im provem ent or at the sam e tim e of im -

proving low and m edium yield cropland，and the im plem entation

started in 19 99.

Developm ent of high quality fodder crop production base：

refers to the acreage of high quality fodder varieties exam ined by

the crop variety assessm ent com m ission w ith creden tials of the

State，w hich are planted in arable land that has gone through

low and m edium yielding cropland im provem ent or at the sam e

tim e of im proving low and m edium yielding cropland，and the

im plem entation started in 1999.

Dem onstration of agricultural high and new technologies

refers to the area of dem onst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ies and crop varieties. It w as im plem ented start-

ing from 1999 and w as m arket-oriented and result-centered. The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 ith strong

strength over provincial level（including provincial）served as

the technological backstopping. It w as based on the im prove-

m ent of basic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nditions. A t least tw o

item s of agricultural high and new technologies w ere introducted

to be com bined w ith other conventional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 ent of advanced and practical technological

supporting projects for different regional advantageous indus-

tries.

Com prehensive dem onstration and extens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refers to the area of extension and appli-

cation of advanced，m ature and practical technologies and vari-

eties. It started in 200 2 and w as m arket-oriented and result-cen-

tered. W ith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 ith

strong com prehensive strength over provincial level（including

provincial）as the technological backstopping and on the basis of

im proving basic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nditions，ti w as to ex-

tend and use advanced，practical and m ature technologies w ith

great efforts so as to prom ote the upgrading of regional advanta-

geous industres at the sam e tim e of introducing advanced and

m ature technologies for dem onstra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neces-

sary technological project reserves for future extension and appli-

cation.

Agricultural m odernization dem onstration refers to the to-

tal areas of dem onstration and extension of advanced，m ature，

practical technologies and varieties as w ell as integrated produc-

tion base developm ent. It started in 2002 and it w as m arket-ori-

ented and result-centered. W ith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duca-

tion institutions w ith strong com prehensive strength over provin-

cial level（including provincial）as the technological backstop-

ping，and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facilites，input elem ents，

agricultural science，technologies and m anagem en t system devel-

opm ent as the contents，it w as to prom ote the local agricultural

m odernization projects.

Increm ental productivity of m 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refers to the increm ental output of m 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project areas under norm al conditions com paring w ith years befor

im plem enting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T he data is

derived from surveys of typical cases and com parisons of outputs

of the sam e piece of land.

Increm ental output of o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s refers to

the increm ental output of crops（excluding grain，cotton and

sugar）and anim al rearing through im plem entation of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 en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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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MA JOR NATIONAL ECONOMIC INDICATORS

国民总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及指数

G RO SS N A TIO N A L PRO D UCT AND G RO SS D OM ESTIC PRO D UC T AND TH E IRS IND 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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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注：1.本表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

2. 1980 年以后国民总收入（原称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差额为国外净要素收入。

Notes：a）Level figures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w hile indices are calculated at com parable prices.

b）Since 1980，the difference betw een the G ross D om estic Product and the G ross National Incom e（form ly，the G ross）.

各地区生产总值和指数

GRO SS DOM ESTIC PRO D UCT AN D ITS IND ICES BY REG IO N

注：本表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

N ote：Absolute figures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w hile indices are calculated at com parable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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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PER CAPITA G RO SS REG IO N PRO DUCT

单位：元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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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TO TA L IN VESTM EN T IN FIXED ASSE TS

注：按资金来源分组为财务拨款数，各项相加不等于投资总额。以下各表同。

Note：Total investm ent grouped by source of funds refers to financial appropriation，and the subentry figures do not add up to the total. The sam e as

in the follow ing 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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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资金来源和构成分）

TO TA L IN VESTM E N T IN FIXED ASSE TS

BY SO UR CE O F FUN DS A ND USE O F FUN DS

注：1993 年及以后的资金来源为财务拨款数（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资金来源表同）。

a）Since 1993，the source of funds refers to financial appropriation. The sources of investm ent in capital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are sa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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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管理渠道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TO TA L IN VESTM EN T IN FIXED ASSE TS BY CH AN NE L O F M AN AG EM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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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工资总额及指数

TO TA L W AG ES O F STAFF AND W O RK ERS AND RE LA TED IN D EX

注：1998 年及以后工资总额为在岗职工工资总额，1998 年及以后指数按可比口径计算（以下各表同）。

Note：D ata on total w ages since 19 98 refer to w ages of fully em ployed staff and w orkers，and the indices since 1998 w as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com parable coverage. （Sim ilarly in the follow ing tables.）

职工平均工资及指数

AVER AG E W AG E O F STAFF AND W O RK ERS AND RE LA TED IND 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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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种价格指数

G ENER A L PR ICE IND ICES
（上年= 100）  （preceding year= 100）

居民消费水平

H O USEH O LD CO NSUM P TIO N
单位：元  （yuan）

注：城乡消费水平对比，没有剔除城乡价格不可比的因素。

N ote： The effect of price differentials betw 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not been rem oved i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urban/rural consum ptio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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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恩格尔系数

PER CAPITA AN NU A L INCOM E AN D ENG LE CO EFF ICIE N T O F URBAN AND R UR A L H O USEH O LDS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TO TA L RE TAIL SA LE O F CO NSUM ER GO O DS BY LO CA TIO N O F RE TA ILERS
单位：亿元  （100 m illion yuan）

注：1992 年及以前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Note：Fi gures before 1993 refer to retail sales of com m odities. Sim ilarly in follow ing 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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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就业

PO PU LA TIO N AND EM P LO YM E N T

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

SAV IN G S D EPOSIT IN UR BA N（YEAR -END）
单位：亿元  （100 m 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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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退休、退职费

PENSIO NS FO R RE TIRED AN D RESIG NED PERSO NS

注：1.本表数字不包括离休、退休、退职职工的医疗卫生费。

2.本表1985～1988 年的数字不包括根据1985 年有关规定发给离休、退休、退职职工的肉类等价格补贴。

Notes：a）Figures in this table exclude m edical expenditures of retired and resigned w orkers and staff.

b）Fi gures of 1985～1988 in this table exclude subsidies on m eat，etc.delivered to retired and resigned w orkers and staff in accordance w ith

relevant regulations issued in 1985.

享受补助、救济人员情况

PERSO NS RECEIV ING SUBSID IES O R RE LIEF FUNDS
单位：万人  （10 000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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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离休、退休、退职人员保险福利费用构成情况

H ISTO R IC FIG UR ES O F TO TA L SO CIA L IN SUR ANCE
AND W E LFARE FUND O F RE TIR 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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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债风险指标

R ISK IND ICA TO RS O N FO RE IG N DEBTS
单位：%  （% ）

注：1.偿债率指偿还外债本息与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国际收支口径）之比

2.负债率指外债余额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

3.债务率指外债余额与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国际收支口径）之比。

N otes：a）Debt service ratio refers to the ratio of the paym ent of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f foreign debts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eceipts from  foreign

trade and non-trade services of the current year.

b）Liability ratio refers to the ratio of the balance of foreign debts to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of the current year.

c）Foreign debt ratio refers to the ratio of the balance of foreign debts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eceipts from  foreign trade and non-trade ser-

vices of the current year.

国家外债余额

BA LAN CE O F FO R E IN G DEB TS

注：2001 年及以后外债余额按新口径统计，比2000 年以前的登记债余额增加了三个月以内贸易项下的对外融资余额。

N ote：Foreign debts 2001 are collected by the new standard，the figures increase the foreign loans u nder the item  of intern ational trade loans w ithin 3

m onths than the debts before 2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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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总额

TO TA L V A LUE O F IM PO R TS AN D EXPO R TS

注：进出口差额负数为入超。
N ote：A negative balance indicates an unfavourable balance of foreig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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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平衡表（资金来源）

CRED IT FUN DS BA LANCE SH EE T O F FIN A NCIA L INSTITU TIO NS（SO UR CES O F FUNDS）
（年末余额）单位：亿元  （year-end）（100 m illion yuan）

注：金融机构包括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邮政储蓄机构、其他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

社、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
N ote：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lude banks，savings deposit agencies of postal offices，housing saving banks， urban credit cooperative banks，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urban credit banks，financial trust investm ent agencies and financial com panies etc.

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平衡表（资金运用）

CRED IT FUND S BA LANCE SH EE T O F FIN ANCIA L INSTITU TIO NS（USES O F FUND S）
（年末余额）单位：亿元  （year-end）（100 m ill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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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现金投放回笼差额

CASH STA TISTICS O F FIN AN CIA L INSTITU TIO NS
单位：亿元  （100 m illion yuan）

注：投放栏中的负数表示现金回笼。

N ote：The negative am ount in currency issuance indicates the am ount of cash w ithdraw n.

黄金和外汇储备

GO LD AN D FO REIG N EXCH AN G E RESERVE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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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外 资 概 况

U TILIZA TIO N O F FO RE IG N CAPITA L
项目单位：个；金额单位：亿美元  （SU D 100 m 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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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事业发展情况

DEVE LO PM E N T O F TO UR ISM

注：2000 年及以前的星级饭店总数为涉外饭店数。
N ote： Prior to 2000，the total num ber of tourist hotels is the num ber of hotels that concern ing foreign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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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

PER CAPITA O U TPU T O F M A JO R IN D USTR IA L AND AG R ICU LU TR A L PRO D UC TS

主要农产品产量
Y IE LD O F M A JO R FARM CRO PS

单位：万吨  （10 000 tons）

注：2003 年水果产量包括瓜果类产量。
a）O utput of fruits in 2003 includes yield of m elon and 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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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O U TPU T O F M AJO R IND USTR IA L PRO D UCTS

我国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

CH AN G ES IN TH E O RD ER O F PRECEDENCE O F O U TPU T
O F M AJO R IND USTR IA L PR O D UC TS

国外资料来源：联合国数据，《工业产品统计年鉴》；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Sources：U nited N ations database，“Ind ustrial Com m odity Statistics Yearbook”. FA O  D atabase..

我国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

CH ANGES IN TH E O RD ER O F PRECED ENCE O F O U TPU T
O F M AJO R AGR ICU LTUR A L PRO D UCTS

国外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Sources：U nited N ations FAO D atabase.

注：①1993 年以前为猪、牛、羊肉产量的位次。
N ote：①Data refer to pork，beef and m utton prior to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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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指数 （2003 年）
AG R ICU LTUR A L PRO D UC TIO N IND ICES（2003）

（1999～2001 年= 100）  （1999～2001= 100）

注：①2000 年为基期的总产值指数。
N ote：①Indices of gross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2000 year=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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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指数

IN D USTR Y PR O D UC TIO N IND ICES
（1995 年= 100）  （1995= 100）

注：①工业增加值指数。②2004 年1月份数字。③2003 年第二季度数字。④2003 年 8月份数字。⑤2003 年7月份数字。⑥2003 年 12 月

份数字。⑦2003年第三季度数字。⑧2003 年9月份数字。
Notes：①Indices of industrial value-added. ②D ata refer to Jan.2004. ③D ata refer to second quarter of 2003. ④D ata refer to A ug.2003. ⑤Data

refer to Jul.2003. ⑥Data refer to Dec.200 3. ⑦D ata refer to third quarter of 2003. ⑧D ata refer to Sep.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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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价格指数
CO NSUM ER PR ICE IND ICES

（1990 年= 100）  （1990 = 100）

注：①1994年= 100。②指产业工人。③1997 年= 100。④1992年= 100。⑤1995年= 100。⑥1991年= 100。⑦1996年= 100。
Notes：①1994= 100.②Industrial w orkers. ③1997 = 100. ④1992 = 100. ⑤1995 = 100. ⑥1991 = 100. ⑦1996 = 100.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进出口贸易额

TO TA L IM PO R TS AND EXPO R TS
单位：亿美元  （U S $ 100 m 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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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收 支 （2003 年）

BA LANCE O F PAYM EN TS（2003）
单位：亿美元  （U S $ 100 m 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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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三次产业划分就业

EM P LO YM E N T BY TY PE O F IN D USTR Y
单位：%  （% ）

注：①1999年数据。②1998年数据。

N otes：①Data refer to 1999. ②D ata refer to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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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G RO SS DOM ESTIC PRO D UC T AND ITS G RO W TH R A TE
Sources： International M onetary Fund D 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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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财经指标

M AJOR FINANCIA L ECONOMIC INDI CATORS OF
H O N G K ON G SPEC IA L A DM IN IST R A TIVE  R E GIN

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统计指标概览

SUM M AR Y O F KEY STA TISTICS O F H O NG K O NG SPECIA L ADM IN ISTR A TIV E REG 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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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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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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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生产总值

GR O SS D OM ES TIC PR O D U C T O F H O N G K O N G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IVE R EG IO N

注：@ 数字在日后得到更多资料时会作出修订。

N otes：@ Figure are subject to revision later on as m ore data becom e available.

香港特别行政区支出法本地生产总值

EX PE N DITUR E-BASED G R O SS DOM ESTIC PRO D UCT

OF H O N G K O N G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IV E R EG IO N
单位：亿港元  （H KD 100 m illion）

注：①数字已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在2003 年11月份所发布一套新的到港旅客境内消费开支的数字而作出修订。

@ 数字在日后得到更多资料时会作出修订。

N otes：①Figures have been revised to incorporate the new data on destination consum ption expenditure of incom ing visitors and travellers rleased by

the Hong K ong Tourism Board in N ovem ber 2003.

@ Figures are subject to revision later on as m ore data becom e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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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当年价格计算生产法本地生产总值

PRO D UCTIO N -BASED G R O SS D OM ESTIC PRO D UCT O F H O NG K O NG SPEC IA L

ADM INISTR A TIVE REG IO N A T CUR R E N T PR ICES
单位：亿港元  （H K D 100 m illion）

注：①统计差额是以支出法编制的本地生产总值与以生产法编制的本地生产总值的差额。这差额是由于使用不同数据来源及估算方法而引

起的。统计差额是以占本地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的百分比形式作表达。

@ 数字在日后得到更多资料时会作出修订。

+ 在 ±0 05% 之内。

N otes：①Statistical discrepancy refers to the difference in values of G D P com piled using the expenditure and production approaches，as a result of the

adoption of different data sources and estim ation m ethods. It is expressed as a percentage to G D P at current m arket prices.

@ F igures are subject to revision later on as m ore data becom e available.

+ W ithin ±0.05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储备结余（一般收入账目及各基金）

GO VER NM EN T'RESER VE BA LAN CES O F H O NG K O NG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IVE REG IO N

（GENER A L RE VEN UE ACCO U N T A ND FUN DS）
单位：百万港元  （H KD m illion）

注：①数额不包括“政府一般收入账目与各基金之间的转拨”。

* 2003年 4月1 日的结余包括奖券基金的40.69亿元结余。

Notes：①Figures exclude‘transfers betw een the G eneral R evenue A ccount and Funds’.

* The balance at 1 April 2003 includes the balance of $ 4 069 m illion in the Lotteries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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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收入（一般收入账目及各基金）

GO VER NM E N T REVE NUE O F H O NG KO NG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IVE REG IO N

（GENER A L REVE N UE ACCO U N T AND FU ND S）
单位：百万港元  （H K D m 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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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开支（一般收入账目及各基金）

GO VER NM E N T EXPEND ITUR E O F H O NG KO NG SPEC IA L ADM IN ISTR ATIV E REG IO N

（GENERA L REVENU E ACCO U N T AND FUND S）
单位：百万港元  （H K D m 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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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货币供应

M O NEY SU PP LY O F H O N G K O N G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IV E R EG IO N
单位：亿港元（年底数字）  （H KD 100 m illion，Aas at end of year）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说明，港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外币指港元以外的其他货币，因而人民币亦视

作外币。

①所列数字已包括外币掉期存款。

②所列数字已扣除外币掉期存款。

Notes：H ong K ong dollar is the legal tender in the Hong K ong Special Adm inistrative R egion，as stated in“The Basic Law of the H ong K ong Special

Adm inistrative R egion of the People's R epublic of China”. Foreign currency refers to any currency other than the H ong K ong currency.

Accordingly Chinese R enm inbi is also treated as foreign currency.

①Figures are adjusted to include foreign currency sw ap deposits.

②Figures are adjusted to exclude foreign currency sw ap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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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出口贸易总额

TO TA L IM PO R TS AND EXPO R TS O F H O NG KO NG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IVE REG IO N
单位：亿港元  （H KD 100 m illion）

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商品进口供应地和出口去向

IMPROTS AND EXPORTS BY SUPPLIER O R DESTINATIO N OF HO NG KO NG SPECIAL ADM INISTRATIVE
单位：亿港元  （H K D 100 m illion）

香港特别行政区商品转口的主要来源和去向

RE-EXPO R TS BY O R IG IN O R DESTIN A TIO N O F H O N G K O N G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IVE REG IO N
单位：亿港元  （HKD 100 m illion）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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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99 年10 月～2000 年9 月= 100）

CO NSUM ER PR ICE IND ICES OF H O NG KO NG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IVE REG IO N

（O CTO BER 1999～SEPTEM BER 20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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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注：以上的权数是根据1999至2000 年间进行的住户开支统计调查结果计算出来。

①除“私人房屋租金”及“公营房屋租金”外，“住房”类别还包括“管理费及其它住房杂费”和“保养住所工具及材料”。而丙类消

费价格指数中的“住房”类别并不包括“公营房屋租金”。

②“杂项服务”包括“教育服务”、“电话及其它通讯服务”、“医疗服务”及其它杂项服务。

Notes：The w eights are derived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1999/2000 H ousehold Expenditure Survey.

①Apart from “Private H ousing R ent”and“Public H ousing Rent”，the“Housing”section also includes“M anagem ent Fee and O ther Hous-

ing Charges”and“Tools and M aterials for H ouse M aintenance”. For CP I（C），the“Housing”section does not include“ Public H ousing

Rent”.

②“M iscellaneous Services”section includes“Educational Services”，“Telephone and O ther Com m unications Services”，“M edical Services”

and other m iscellaneous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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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往中国内地加工的贸易额

TR ADE IN VO LVIN G O U TW AR D PRO CESSIN G IN TH E M AIN LAND O F CH IN A

O F H O NG K O NG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IVE REG IO N

香港特别行政区医疗卫生条件

CO ND ITIO NS O F FPUB LIC H E A LTH O F H O NG K O NG SPECIA L ADM IN ISTR A TIV E REG IO N

注：年底的数字。

①注册医护人员的统计资料取自不同的资料来源。医务委员会提供医生的资料，牙医管理委员会提供牙医的资料，护士管理局提供护

士的资料，及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提供药剂师的资料。医生、牙医及药剂师需要每年重新申请执业证书。医生/牙医的数字包括本

地及海外名册的正式注册医生/牙医。护士的数字包括注册护士及登记护士。
临时数字。

* 在2003 年，有关当局根据香港法例第156章《牙医注册条例》第15（3）条把154名注册牙医的姓名从名册中除去。计及2003 年
新增的 95名注册牙医后，该年注册牙医的净删减人数为59名。

Notes：Figures are as at end of the year.

①Statistics on the registered m edical personnel are m aintained by the M edical Council for doctors，D ental Council for dentists，N ursing

Council for nurses and Pharmacy and Poisons Board for pharm acists. Annual renew al of practising certificate is required for doctors，dentists

and pharm acists. Fi gures for doctors/dentists refre to the doctors/dentists w ith full registration on both the local and overseas lists. Fi gures

for nurses refer to both reg istered nurses and enrollde nurses.
P rovisional figure.

* In accordance w ith Section 15（3） of the Dentists Registered O rdinance， Cap. 156 Laws of H ong Kong，154 nam es of registered dentists w ere re-

m oved from  the register in 2003. O ffsetting by 95 new dentists registered in 2003，there w as a net decrease of 59 dentists in tha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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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保障

SO CIA L SECUR ITY O F H O NG K O NG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VE REG IO N

注：①于财政年度终结时的数字。财政年度是由4月1 日至3月31 日。处理中的个案包括新申请个案，正在复查中的个案，正领取援助款

项的个案和已停止领取援助款项等待覆查的个案。

+ 包括2001 年4月1日所发放的款项。

〓包括2002年4月1 日所发放的款项，但不包括2001 年4月1日所发放的款项。

～不包括2002 年4月1日所发放的款项。

Notes：①Figures are as at end of the financial year. Financial year is from  1 April to 31 M arch. Active cases refer to cases being handled w hich in-

clude new applications，cases being reviewed，cases being paid and cases suspended for paym ent pending review.

+ Includes the paym ents for 1 A pril 20 01.

〓Includes the paym ents for 1 April 20 02 but excludes the paym ents for 1 April 2001.

～ Excludes the paym ents for 1 April 2002.

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动人口及失业状况

LABO UR FO RCE AND U NEM P LO YM IN T O F H O NG K O N G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IVE REG 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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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别行政区主要财经指标
MAJOR FINANCIAL ECONOMIC INDICATORS O F
M AC A O SPE CIA L AD MINIST RAT I VE REGIN

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收入

GO VER NM E N T REVE N UE O F M ACAO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IVE REG IO N
单位：万澳门元  （10 000 M O PP）

注：①2003 年数字在日后得到更多资料时会作出修订。

N otes：Figures of 2003 are subject to revisions as m ore data becom e available.

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支出

GO VER NM E N T EXPEND ITUR E O F M ACAO SPECIA L ADM IN ISTR A TIV E REG IO N
单位：万澳门元  （10 000 M O P）

注：①2003 年数字在日后得到更多资料时会作出修订。

①Figures of 2003 are subject to revisions as m ore data becom e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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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别行政区本地生产总值 （以当年价格计算）

GROSS DOM ESTIC O F M ACAO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IVE R EG IO N （A T CUR R EN T PR ICES）

注：①实际增长率是按1996 年不变价格估算的本地生产总值计算而得。

②估算数字在日后得到更多资料时会作出修订。

Notes：①T he real grow th rates are calculated based on G D P at constant（1996）prices.

②The estim ates are subject to revisions as m ore data becom e available.

澳门特别行政区主要商品进出口总额

VA LUES O F M AJO R M ERCH AND ISE TR AD E O F M ACAO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IVE REG IO N
单位：亿澳门元  （100 m illion M O P）

澳门特别行政区主要商品进口原产地和出口目的地

VA LUES O F IM PO R TS AND EXPO R TS BY M AJO R CO UN TR Y/REG IO N
O F M AC AO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IVE REG IO N

单位：亿澳门元  （100 m illion M 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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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1999 年10 月至2000 年9 月= 100）

CO NSUM ER PR ICE IN D EX O F M ACA LO SPEC IA L ADM IN ISTR A TIVE REG IO N
（O CTO BER /1999～SEPTEM BER /20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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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载
APPENDIXES

台湾省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净额

NE T REVE NUE O F TRE ASUR Y O F TAIW AN PR O V INCE
单位：新台币亿元  （N T $ 100 m illion）

台湾省各级政府财政支出净额

NE T EXPEND ITUR ES O F TREASUR Y O F TAIW AN PRO V IN CE
单位：新台币亿元  （N T $ 100 m illion）

台湾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O NSUM ER PR ICE IND ICES O F TAIW AN PRO V IN CE
（1996年= 100）  （1996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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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本地居民生产总值

G RO SS N A TIO NA L PRO D UC T O F TA IW AN PR O V IN CE

注：按当年价格计算。

N ote：①A t current m arket prices.

台湾省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

TO TA L IM PO R TS AND EXPO R TS O F TAIW AN PRO V IN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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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财经法规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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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003 年 8 月27 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03 年 8 月 2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 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

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宪法，制定本

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

动的行为。

第三条  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

有关行政机关对其他机关或者对其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

的人事、财务、外事等事项的审批，不适用本法。

第四条  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

范围、条件和程序。

第五条  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

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

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结果，除涉及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

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

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

第六条  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便民的原则，提高办

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

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

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第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

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

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

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

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九条  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

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制度，加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

督检查。

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

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

第二章  行政许可的设定

第十一条  设定行政许可，应当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律，有利于发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

性，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

第十二条  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一）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

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

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

（二）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

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

的事项；

（三）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

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

格、资质的事项；

（四）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

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

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

（五）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

的事项；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

项。
第十三条  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

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

（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

（三）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

（四）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

解决的。

第十四条  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法律可以设定行政

许可。尚未制定法律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必要时，国务院可以采用发布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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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施后，除临时性行政许可事项外，国务院应当及时提

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或者自行制

定行政法规。

第十五条  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尚未制定法律、行

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

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

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

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

方性法规。

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

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

格、资质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

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

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不

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

第十六条  行政法规可以在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

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

地方性法规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

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

规章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

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

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的具体规

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

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除本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外，其他

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

第十八条  设定行政许可，应当规定行政许可的实施机

关、条件、程序、期限。

第十九条  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规章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

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

定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

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

第二十条  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应当定期对其设定的行

政许可进行评价；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认为通过本法第十

三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应当对设定该行政许可的规定及

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可以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的实施情

况及存在的必要性适时进行评价，并将意见报告该行政许可

的设定机关。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和

实施机关就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法规

设定的有关经济事务的行政许可，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和社

会发展情况，认为通过本法第十三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

报国务院批准后，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停止实施该行政许

可。

第三章  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

第二十二条  行政许可由具有行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在

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第二十三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许可。

被授权的组织适用本法有关行政机关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

可。委托机关应当将受委托行政机关和受委托实施行政许可

的内容予以公告。

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行为应

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受委托行政机关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

施行政许可；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许可。

第二十五条  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

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

第二十六条  行政许可需要行政机关内设的多个机构办

理的，该行政机关应当确定一个机构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行政许可依法由地方人民政府两个以上部门分别实施

的，本级人民政府可以确定一个部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并转

告有关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组织有关部门联

合办理、集中办理。

第二十七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不得向申请人提

出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等不正当要求。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不得索取或者收受申

请人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二十八条  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

产安全的设备、设施、产品、物品的检验、检测、检疫，除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外，应当逐步由符合

法定条件的专业技术组织实施。专业技术组织及其有关人员

对所实施的检验、检测、检疫结论承担法律责任。

第四章  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

第一节  申请与受理

第二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特定活动，

依法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申请

书需要采用格式文本的，行政机关应当向申请人提供行政许

可申请书格式文本。申请书格式文本中不得包含与申请行政

许可事项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

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但是，依法

应当由申请人到行政机关办公场所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除

外。

行政许可申请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

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

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

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

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

示。

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

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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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

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

的真实性负责。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

政许可事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材料。

第三十二条  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

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即时

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

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

申请；

（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

申请人当场更正；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

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

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五）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

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行政机关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应当出具加

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第三十三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有关制度，推行

电子政务，在行政机关的网站上公布行政许可事项，方便申

请人采取数据电文等方式提出行政许可申请；应当与其他行

政机关共享有关行政许可信息，提高办事效率。

第二节  审查与决定

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

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

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第三十五条  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查后报上级

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

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直接报送上级行政机关。上

级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申请材料。

第三十六条  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

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

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

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后，除

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按照规定程

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第三十八条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

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

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

第三十九条  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需要

颁发行政许可证件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加盖本行政机关印

章的下列行政许可证件：

（一）许可证、执照或者其他许可证书；

（二）资格证、资质证或者其他合格证书；

（三）行政机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证明文件；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许可证件。

行政机关实施检验、检测、检疫的，可以在检验、检

测、检疫合格的设备、设施、产品、物品上加贴标签或者加

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第四十条  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

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第四十一条  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其适用

范围没有地域限制的，申请人取得的行政许可在全国范围内

有效。

第三节  期 限

第四十二条  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

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

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

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

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

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

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四十三条  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查后报上级

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

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十四条  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

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第四十五条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依法需要听

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的，

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节规定的期限内。行政机关应当将所需

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四节  听 证

第四十六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

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

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

听证。

第四十七条  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

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

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

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织听证。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

第四十八条  听证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行政机关应当于举行听证的七日前将举行听证的

时间、地点通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必要时予以公告；

（二）听证应当公开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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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

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主持

人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四）举行听证时，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应

当提供审查意见的证据、理由，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以提

出证据，并进行申辩和质证；

（五）听证应当制作笔录，听证笔录应当交听证参加人

确认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第五节  变更与延续

第四十九条  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

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

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第五十条  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

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

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

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

准予延续。

第六节  特 别 规 定

第五十一条  实施行政许可的程序，本节有规定的，适

用本节规定；本节没有规定的，适用本章其他有关规定。

第五十二条  国务院实施行政许可的程序，适用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五十三条  实施本法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事项的行政

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

出决定。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行政机关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具

体程序，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行政机关按照招标、拍卖程序确定中标人、买受人后，

应当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依法向中标人、买受人颁

发行政许可证件。

行政机关违反本条规定，不采用招标、拍卖方式，或者

违反招标、拍卖程序，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的，申请人可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四条  实施本法第十二条第三项所列事项的行政

许可，赋予公民特定资格，依法应当举行国家考试的，行政

机关根据考试成绩和其他法定条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赋予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特定的资格、资质的，行政机关根据申请

人的专业人员构成、技术条件、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等的考

核结果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公民特定资格的考试依法由行政机关或者行业组织实

施，公开举行。行政机关或者行业组织应当事先公布资格考

试的报名条件、报考办法、考试科目以及考试大纲。但是，

不得组织强制性的资格考试的考前培训，不得指定教材或者

其他助考材料。

第五十五条  实施本法第十二条第四项所列事项的行政

许可的，应当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依法进行检验、检

测、检疫，行政机关根据检验、检测、检疫的结果作出行政

许可决定。

行政机关实施检验、检测、检疫，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五日内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进

行检验、检测、检疫。不需要对检验、检测、检疫结果作进

一步技术分析即可认定设备、设施、产品、物品是否符合技

术标准、技术规范的，行政机关应当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

定。
行政机关根据检验、检测、检疫结果，作出不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应当书面说明不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技术标准、

技术规范。

第五十六条  实施本法第十二条第五项所列事项的行政

许可，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

机关应当当场予以登记。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

实的，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办理。

第五十七条  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两个或者两个以

上申请人的申请均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根

据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的先后顺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章  行政许可的费用

第五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和对行政许可事项

进行监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行政机关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不得收费。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所需经费应当列入本行政机关的

预算，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按照批准的预算予以核拨。

第五十九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收取费用的，应当按照公布的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所

收取的费用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财政部门不得以任

何形式向行政机关返还或者变相返还实施行政许可所收取的

费用。

第六章  监 督 检 查

第六十条  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

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行政许可实施中的违法行

为。

第六十一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

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

行监督责任。

行政机关依法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

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

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监督检

查记录。

行政机关应当创造条件，实现与被许可人、其他有关行

政机关的计算机档案系统互联，核查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

事项活动情况。

第六十二条  行政机关可以对被许可人生产经营的产品

依法进行抽样检查、检验、检测，对其生产经营场所依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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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地检查。检查时，行政机关可以依法查阅或者要求被许

可人报送有关材料；被许可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

料。
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直接关系公共

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进行定期

检验。对检验合格的，行政机关应当发给相应的证明文件。

第六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不得妨碍被许可

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许可人的财

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六十四条  被许可人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

管辖区域外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

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将被许可人的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抄告

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

第六十五条  个人和组织发现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

活动，有权向行政机关举报，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核实、处

理。
第六十六条  被许可人未依法履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义

务或者未依法履行利用公共资源义务的，行政机关应当责令

限期改正；被许可人在规定期限内不改正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六十七条  取得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

准入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服务标准、

资费标准和行政机关依法规定的条件，向用户提供安全、方

便、稳定和价格合理的服务，并履行普遍服务的义务；未经

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批准，不得擅自停业、歇业。

被许可人不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的，行政机关应当责令

限期改正，或者依法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其履行义务。

第六十八条  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

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行政机关应当督促设计、建造、

安装和使用单位建立相应的自检制度。

行政机关在监督检查时，发现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

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应

当责令停止建造、安装和使用，并责令设计、建造、安装和

使用单位立即改正。

第六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

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

准予行政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

应当予以撤销。

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

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

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

二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

利益不受保护。

第七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

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

（一）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二）赋予公民特定资格的行政许可，该公民死亡或者

丧失行为能力的；

（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

（四）行政许可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行政许可证件

依法被吊销的；

（五）因不可抗力导致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第七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设定的行政许可，

有关机关应当责令设定该行政许可的机关改正，或者依法予

以撤销。

第七十二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三）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

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四）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五）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

可的理由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第七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

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

第七十四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

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

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

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

第七十五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擅自收费或者不

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

关责令退还非法收取的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

的费用的，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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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七十六条  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给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

偿。
第七十七条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

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

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八条  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

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

可，并给予警告；行政许可申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

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该行政许可。

第七十九条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取得的行政

许可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

的，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条  被许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

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

（二）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

（三）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

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八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经行政许可，

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的，行政机关应当依

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八十二条  本法规定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期限

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八十三条  本法自 2004年7 月1 日起施行。

本法施行前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本

法规定予以清理；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停

止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2003 年 10 月 28 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3 年 10 月 2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9 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投资基金活动，保护投资人及相

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和证券市场的健康

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

额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

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

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其他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权利、义务，依照本法在基金合同中约定。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依照本法和基金合同的约定，

履行受托职责。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其所持基金份额享受收益

和承担风险。

第四条  从事证券投资基金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

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条  基金合同应当约定基金运作方式。基金运作方

式可以采用封闭式、开放式或者其他方式。

采用封闭式运作方式的基金（以下简称封闭式基金），

是指经核准的基金份额总额在基金合同期限内固定不变，基

金份额可以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交易，但基金份额持

有人不得申请赎回的基金。

采用开放式运作方式的基金（以下简称开放式基金），

是指基金份额总额不固定，基金份额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

时间和场所申购或者赎回的基金。

采用其他运作方式的基金的基金份额发售、交易、申

购、赎回的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六条  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

有财产。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不得将基金财产归入其固

有财产。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基金财产的管理、运用或者

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归入基金财产。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

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的，基金财产不属于其清算

财产。

第七条  基金财产的债权，不得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

管人固有财产的债务相抵消；不同基金财产的债权债务，不

得相互抵消。

第八条  非因基金财产本身承担的债务，不得对基金财

产强制执行。

第九条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管理、运用基金财

产，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

基金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取得基金从业资格，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第十条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发售机

构，可以成立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协调行业关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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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行业服务，促进行业发展。

第十一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投资基

金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基金管理人

第十二条  基金管理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

任。

担任基金管理人，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

准。

第十三条  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

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有符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

章程；

（二）注册资本不低于一亿元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货

币资本；

（三）主要股东具有从事证券经营、证券投资咨询、信

托资产管理或者其他金融资产管理的较好的经营业绩和良好

的社会信誉，最近三年没有违法记录，注册资本不低于三亿

元人民币；

（四）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达到法定人数；

（五）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与基金

管理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

（六）有完善的内部稽核监控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基金管

理公司设立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依照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

件和审慎监管原则进行审查，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

定，并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分支机构、修改章程或者变更其他重

大事项，应当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批准或

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

理由。

第十五条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从业人

员：

（一）因犯有贪污贿赂、渎职、侵犯财产罪或者破坏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的；

（二）对所任职的公司、企业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或者

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监事、厂长、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终结或

者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五年的；

（三）个人所负债务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的；

（四）因违法行为被开除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期货交易所、

期货经纪公司及其他机构的从业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五）因违法行为被吊销执业证书或者被取消资格的律

师、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机构、验证机构的从业人员、投

资咨询从业人员；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从事基金业务的其他人

员。

第十六条  基金管理人的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熟悉证券投资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和三年以上与其所任职务相关的工作经历。

第十七条  基金管理人的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选

任或者改任，应当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和

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进行审核。

第十八条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从业

人员，不得担任基金托管人或者其他基金管理人的任何职

务，不得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证券交

易及其他活动。

第十九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法募集基金，办理或者委托经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申购、

赎回和登记事宜；

（二）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三）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

进行证券投资；

（四）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

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收益；

（五）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六）编制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

（七）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购、

赎回价格；

（八）办理与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

项；

（九）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

和其他相关资料；

（十一）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十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条  基金管理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将其固有财产或者他人财产混同于基金财产从事

证券投资；

（二）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

（三）利用基金财产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外的第三人牟

取利益；

（四）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五）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由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基金管理人，依据职权责令整顿，或者取消基金管理资

格：

（一）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不再具备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职责终

止：

（一）被依法取消基金管理资格；

（二）被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解任；

（三）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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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基金管理人职责终止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应当在六个月内选任新基金管理人；新基金管理人产生

前，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临时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职责终止的，应当妥善保管基金管理业务资

料，及时办理基金管理业务的移交手续，新基金管理人或者

临时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接收。

第二十四条  基金管理人职责终止的，应当按照规定聘

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财产进行审计，并将审计结果予以公

告，同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三章  基金托管人

第二十五条  基金托管人由依法设立并取得基金托管资

格的商业银行担任。

第二十六条  申请取得基金托管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核准：

（一）净资产和资本充足率符合有关规定；

（二）设有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门；

（三）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专职人员达到法定人数；

（四）有安全保管基金财产的条件；

（五）有安全高效的清算、交割系统；

（六）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与基金

托管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

（七）有完善的内部稽核监控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

条件。

第二十七条  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适用于

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从业人员。

本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适用于基金托管人的

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二十八条  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不得为同一人，

不得相互出资或者持有股份。

第二十九条  基金托管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二）按照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

（三）对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设置账户，确保基

金财产的完整与独立；

（四）保存基金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

他相关资料；

（五）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

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

（六）办理与基金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七）对基金财务会计报告、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出具

意见；

（八）复核、审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

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九）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按照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十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十条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或者违反基金合同约定

的，应当拒绝执行，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时向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依据交易程序已经生效的投

资指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或者违反基金

合同约定的，应当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时向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三十一条  本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适用于基金托管

人。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托管人，依据职权责

令整顿，或者取消基金托管资格：

（一）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不再具备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条件；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托管人职责终

止：

（一）被依法取消基金托管资格；

（二）被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解任；

（三）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

（四）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四条  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应当在六个月内选任新基金托管人；新基金托管人产生

前，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临时基金托管人。

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的，应当妥善保管基金财产和基金

托管业务资料，及时办理基金财产和基金托管业务的移交手

续，新基金托管人或者临时基金托管人应当及时接收。

第三十五条  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的，应当按照规定聘

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财产进行审计，并将审计结果予以公

告，同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四章  基金的募集

第三十六条  基金管理人依照本法发售基金份额，募集

基金，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交下列文件，并经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一）申请报告；

（二）基金合同草案；

（三）基金托管协议草案；

（四）招募说明书草案；

（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资格证明文件；

（六）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最近三年或者成立以来的财务会计报告；

（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八）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三十七条  基金合同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募集基金的目的和基金名称；

（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名称和住所；

（三）基金运作方式；

（四）封闭式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额和基金合同期限，或

者开放式基金的最低募集份额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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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确定基金份额发售日期、价格和费用的原则；

（六）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权

利、义务；

（七）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议事及表决的程序和

规则；

（八）基金份额发售、交易、申购、赎回的程序、时间、

地点、费用计算方式，以及给付赎回款项的时间和方式；

（九）基金收益分配原则、执行方式；

（十）作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报酬的管理费、托

管费的提取、支付方式与比例；

（十一）与基金财产管理、运用有关的其他费用的提取、

支付方式；

（十二）基金财产的投资方向和投资限制；

（十三）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方法和公告方式；

（十四）基金募集未达到法定要求的处理方式；

（十五）基金合同解除和终止的事由、程序以及基金财

产清算方式；

（十六）争议解决方式；

（十七）当事人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八条  基金招募说明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基金募集申请的核准文件名称和核准日期；

（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基本情况；

（三）基金合同和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

（四）基金份额的发售日期、价格、费用和期限；

（五）基金份额的发售方式、发售机构及登记机构名称；

（六）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和审计基金财产的

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和住所；

（七）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报酬及其他有关费用的

提取、支付方式与比例；

（八）风险警示内容；

（九）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三十九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基金

募集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和审慎监管原则进行审查，作出核准或

者不予核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不予核准的，应当说明

理由。

第四十条  基金募集申请经核准后，方可发售基金份

额。
第四十一条  基金份额的发售，由基金管理人负责办

理；基金管理人可以委托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

其他机构代为办理。

第四十二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份额发售的三日前

公布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文件。

前款规定的文件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对基金募集所进行的宣传推介活动，应当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有本法第六十四条所列行为。

第四十三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收到核准文件之日起六

个月内进行基金募集。超过六个月开始募集，原核准的事项

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应当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

案；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重

新提交申请。

基金募集不得超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的基金

募集期限。基金募集期限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计算。

第四十四条  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封闭式基金募集的基

金份额总额达到核准规模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开放式基金募

集的基金份额总额超过核准的最低募集份额总额，并且基金

份额持有人人数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基金

管理人应当自募集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

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十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提交验资报告，办理基金备案手续，并予以公告。

第四十五条  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应当存入专门账

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第四十六条  投资人缴纳认购的基金份额的款项时，基

金合同成立；基金管理人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向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基金合同生效。

基金募集期限届满，不能满足本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条

件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一）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

用；

（二）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返还投资人已缴

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第五章  基金份额的交易

第四十七条  封闭式基金的基金份额，经基金管理人申

请，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权证券交易所依照法定

条件和程序核准基金份额上市交易。

第四十八条  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基金的募集符合本法规定；

（二）基金合同期限为五年以上；

（三）基金募集金额不低于二亿元人民币；

（四）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少于一千人；

（五）基金份额上市交易规则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四十九条  基金份额上市交易规则由证券交易所制

定，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第五十条  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证券交易所终止其上市交易，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备案：

（一）不再具备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上市交易条件；

（二）基金合同期限届满；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提前终止上市交易；

（四）基金合同约定的或者基金份额上市交易规则规定

的终止上市交易的其他情形。

第六章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第五十一条  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和登

记，由基金管理人负责办理；基金管理人可以委托经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

第五十二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工作日办理基金份

额的申购、赎回业务；基金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五十三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按时支付赎回款项，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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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形除外：

（一）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赎回款项；

（二）证券交易场所依法决定临时停市，导致基金管理

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三）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当日报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消失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支

付赎回款项。

第五十四条  开放式基金应当保持足够的现金或者政府

债券，以备支付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赎回款项。基金财产中应

当保持的现金或者政府债券的具体比例，由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规定。

第五十五条  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价格，依据申购、

赎回日基金份额净值加、减有关费用计算。

第五十六条  基金份额净值计价出现错误时，基金管理

人应当立即纠正，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计价错误达到基金份额净值百分之零点五时，基金管理人应

当公告，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因基金份额净值计价错误造成基金份额持有人损失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要求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予以赔

偿。

第七章  基金的运作与信息披露

第五十七条  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进行证券投资，

应当采用资产组合的方式。

资产组合的具体方式和投资比例，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在基金合同中约定。

第五十八条  基金财产应当用于下列投资：

（一）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

（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品种。

第五十九条  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一）承销证券；

（二）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三）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四）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

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六）买卖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

股东或者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

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七）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

的证券交易活动；

（八）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由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第六十条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其他基金信息披

露义务人应当依法披露基金信息，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六十一条  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确保应予披露的

基金信息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时间内披露，并保

证投资人能够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查阅或者复制

公开披露的信息资料。

第六十二条  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包括：

（一）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基金托管协议；

（二）基金募集情况；

（三）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

（四）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

（五）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六）基金财产的资产组合季度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及

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

（七）临时报告；

（八）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九）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

重大人事变动；

（十）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

讼；

（十一）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由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规定应予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六十三条  对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出具审计报告或者

法律意见书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应当保证其所出

具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六十四条  公开披露基金信息，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对证券投资业绩进行预测；

（三）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四）诋毁其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份额

发售机构；

（五）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由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八章  基金合同的变更、

终止与基金财产清算

第六十五条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决议，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可以转换

基金运作方式。

第六十六条  封闭式基金扩募或者延长基金合同期限，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一）基金运营业绩良好；

（二）基金管理人最近二年内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

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四）本法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合同终止：

（一）基金合同期限届满而未延期的；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三）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在六个月内

没有新基金管理人、新基金托管人承接的；

（四）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十八条  基金合同终止时，基金管理人应当组织清

算组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

清算组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以及相关的中介服务

机构组成。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清算组作出的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

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并公

告。

第六十九条  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应当按照基金份

额持有人所持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第九章  基金份额持有人

权利及其行使

第七十条  基金份额持有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分享基金财产收益；

（二）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

（三）依法转让或者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四）按照规定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六）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资料；

（七）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提起诉讼；

（八）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第七十一条  下列事项应当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审议决定：

（一）提前终止基金合同；

（二）基金扩募或者延长基金合同期限；

（三）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四）提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

（五）更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六）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二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管理人召集；

基金管理人未按规定召集或者不能召集时，由基金托管人召

集。

代表基金份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同一事

项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人都不召集的，代表基金份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有权自行召集，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七十三条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人应当至

少提前三十日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时间、会议形

式、审议事项、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等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得就未经公告的事项进行表决。

第七十四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可以采取现场方式召

开，也可以采取通讯等方式召开。

每一基金份额具有一票表决权，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

托代理人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第七十五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百分之五

十以上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参加，方可召开；大会就审议事项

作出决定，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通过；但是，转换基金运作方式、更换基金

管理人或者基金托管人、提前终止基金合同，应当经参加大

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应当依法报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或者备案，并予以公告。

第十章  监 督 管 理

第七十六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下列职

责：

（一）依法制定有关证券投资基金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

规则，并依法行使审批或者核准权；

（二）办理基金备案；

（三）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其他机构从事证券

投资基金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予以

公告；

（四）制定基金从业人员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并监

督实施；

（五）监督检查基金信息的披露情况；

（六）指导和监督基金同业协会的活动；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七十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违法行为发生场所调查取证；

（二）询问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

要求其对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

个人的证券交易记录、登记过户记录、财务会计资料及其他

相关文件和资料，对可能被转移或者隐匿的文件和资料予以

封存；

（四）查询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的

资金账户、证券账户或者基金账户，对有证据证明有转移或

者隐匿违法资金、证券迹象的，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

结；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七十八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依法履

行职责，进行调查或者检查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

合法证件；对调查或者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的义

务。
第七十九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忠

于职守，依法办事，公正廉洁，接受监督，不得利用职务牟

取私利。

第八十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时，

被调查、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文件和

资料，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

第八十一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

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十二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在

被监管的机构中兼任职务。

第十一章  法 律 责 任

第八十三条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履行各自职责

的过程中，违反本法规定或者基金合同约定，给基金财产或

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分别对各自的行为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因共同行为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

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动用募集的资

金的，责令返还，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

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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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

告，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给投资人造成损害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五条  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擅自

募集基金的，责令停止，返还所募资金和加计的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

分之五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基金

管理公司的，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并处五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七条  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擅自

从事基金管理业务或者基金托管业务的，责令停止，没收违

法所得；违法所得一百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

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给基金财产或者基

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八条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违反本法规定，

未对基金财产实行分别管理或者分账保管，或者将基金财产

挪作他用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

告，暂停或者取消基金从业资格，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

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将基金财产挪作他用而取得的

财产和收益，归入基金财产。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八十九条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本法第二十条

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百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罚款；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暂停或者取消基金从业资格，并处三万

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九十条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本法第五十九条

第一项至第六项和第八项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

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暂停或者取消基金从业资

格，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前款行为，运用基金财产而

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归入基金财产。但是，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一条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本法第五十九

条第七项规定行为的，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

有关规定处罚外，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警告，暂停或者取消基金从业资格，并处三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罚款；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

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二条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违反本法规定，

相互出资或者持有股份的，责令改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罚

款。
第九十三条  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不依法披露基金信息

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

款；给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暂停或

者取消基金从业资格，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十四条  为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开披露的基金信

息出具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

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暂停

或者取消直接责任人员的相关资格；给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

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九十五条  基金管理人或者基金托管人不按照规定召

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暂停或者取消基金从业资格。

第九十六条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违反本法规定，

情节严重的，依法取消基金管理资格或者基金托管资格。

第九十七条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

部门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给基金财产或者基

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

的，取消基金从业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十八条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

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

财物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九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

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

第一百条  依照本法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

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的罚款、罚金，由基金管理

人、基金托管人以其固有财产承担。

依法收缴的罚款、罚金和没收的违法所得，应当全部上

缴国库。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一百零一条  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机

构，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事证

券投资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根据本法的原则另行

规定。

第一百零二条  通过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设立证券

投资公司，从事证券投资等活动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

规定。

第一百零三条  本法自2004 年6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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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2003 年 12 月 27 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03 年 12 月 2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1 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

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

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银行业

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

本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

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

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适用本

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的规定。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对经其

批准在境外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及前二款金融机构在境外的业

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

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

银行业监督管理应当保护银行业公平竞争，提高银行业

竞争能力。

第四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

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

第五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

人员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受法律保护。地方政府、各级

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六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

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

制。
第七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

跨境监督管理。

第二章  监督管理机构

第八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

要设立派出机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派出机构实

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在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范围内，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第九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

员，应当具备与其任职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

第十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

守，依法办事，公正廉洁，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的

利益，不得在金融机构等企业中兼任职务。

第十一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保

守国家秘密，并有责任为其监督管理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当

事人保守秘密。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交流监督管理信息，应当就信息保密作出安

排。

第十二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公开监督管

理程序，建立监督管理责任制度和内部监督制度。

第十三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在处置银行业金融机构

风险、查处有关金融违法行为等监督管理活动中，地方政

府、各级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和协助。

第十四条  国务院审计、监察等机关，应当依照法律规

定对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督。

第三章  监督管理职责

第十五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制定并发布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

规章、规则。

第十六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

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

第十七条  申请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银行业金融

机构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达到规定比例以上的股

东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股东的资金来源、

财务状况、资本补充能力和诚信状况进行审查。

第十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应

当按照规定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或者备

案。需要审查批准或者备案的业务品种，由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作出规定并公布。

第十九条  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

机构的业务活动。

第二十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

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具体办法由国

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第二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由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也可以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

前款规定的审慎经营规则，包括风险管理、内部控制、

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风险集中、关联交

易、资产流动性等内容。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严格遵守审慎经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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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规定的

期限，对下列申请事项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书面决定；决

定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

六个月内；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和

增加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三个月

内；

（三）审查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自收到申

请文件之日起三十日内。

第二十三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银行业金融机

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非现场监管，建立银行业金

融机构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分析、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

险状况。

第二十四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银行业金融机

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检查。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制定现场检查程序，规

范现场检查行为。

第二十五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银行业

金融机构实行并表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中国人民银

行提出的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建议，应当自收到建议之日

起三十日内予以回复。

第二十七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银行

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评级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根据银行业

金融机构的评级情况和风险状况，确定对其现场检查的频

率、范围和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银行

业突发事件的发现、报告岗位责任制度。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银行业风险、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的，应当立即向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报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

人认为需要向国务院报告的，应当立即向国务院报告，并告

知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会同中国

人民银行、国务院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建立银行业突发事件

处置制度，制定银行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明确处置机构和

人员及其职责、处置措施和处置程序，及时、有效地处置银

行业突发事件。

第三十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一编制全

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统计数据、报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予以公布。

第三十一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自律

组织的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

银行业自律组织的章程应当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备案。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开展与银

行业监督管理有关的国际交流、合作活动。

第四章  监督管理措施

第三十三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

要，有权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报送资产负债表、利

润表和其他财务会计、统计报表、经营管理资料以及注册会

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

第三十四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的要

求，可以采取下列措施进行现场检查：

（一）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

（二）询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

检查事项作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

件、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资料予以

封存；

（四）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运用电子计算机管理业务数

据的系统。

进行现场检查，应当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

准。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合法

证件和检查通知书；检查人员少于二人或者未出示合法证件

和检查通知书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有权拒绝检查。

第三十五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

要，可以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管

理谈话，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银行业

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和风险管理的重大事项作出说明。

第三十六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银行业金融

机构按照规定，如实向社会公众披露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

理状况、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等信

息。
第三十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国

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应当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或者其行为严重危及该银行业金融

机构的稳健运行、损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经国

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负责人批

准，可以区别情形，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暂停部分业务、停止批准开办新业务；

（二）限制分配红利和其他收入；

（三）限制资产转让；

（四）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的权利；

（五）责令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

（六）停止批准增设分支机构。

银行业金融机构整改后，应当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提交报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经验收，符合有关审慎经营规

则的，应当自验收完毕之日起三日内解除对其采取的前款规

定的有关措施。

第三十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

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对该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接管或者促

成机构重组，接管和机构重组依照有关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

执行。

第三十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违法经营、经营管理不

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公众利益

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予以撤销。

第四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被接管、重组或者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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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要求该银行业金融机构

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按照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履行职责。

在接管、机构重组或者撤销清算期间，经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出境将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通知出境管理机关

依法阻止其出境；

（二）申请司法机关禁止其转移、转让财产或者对其财

产设定其他权利。

第四十一条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

级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查询涉嫌

金融违法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关联行为人的

账户；对涉嫌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经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

第五章  法 律 责 任

第四十二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

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

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和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的；

（二）违反规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的；

（三）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报告突发事件的；

（四）违反规定查询账户或者申请冻结资金的；

（五）违反规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措施或者处罚的；

（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其他行为。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贪污受

贿、泄露国家秘密或者所知悉的商业秘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擅自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非法从事银

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予以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

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

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

二百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国务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

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

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的；

（二）未经批准变更、终止的；

（三）违反规定从事未经批准或者未备案的业务活动的；

（四）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的。

第四十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国务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

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一）未经任职资格审查任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二）拒绝或者阻碍非现场监管或者现场检查的；

（三）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报表、报告等文

件、资料的；

（四）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

（五）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

（六）拒绝执行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措施的。

第四十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按照规定提供报表、报

告等文件、资料的，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

国家有关银行业监督管理规定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除依

照本法第四十三条至第四十六条规定处罚外，还可以区别不

同情形，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

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取消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直

至终身的任职资格，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政策性银

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十九条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资银行

业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国银行业金融机

构的分支机构的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

第五十条  本法自200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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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1995 年 3 月 18 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3 年 12 月 27 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决定》修正

  2003 年 12 月2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2 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明确其职责，

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

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第三条  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

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下列职责：

（一）发布与履行其职责有关的命令和规章；

（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三）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

（四）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

（五）实施外汇管理，监督管理银行间外汇市场；

（六）监督管理黄金市场；

（七）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

（八）经理国库；

（九）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

（十）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

金监测；

（十一）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

（十二）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

动；

（十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

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可以依照本法第四章的

有关规定从事金融业务活动。

第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

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

执行。

中国人民银行就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有关货币政策事项

作出决定后，即予执行，并报国务院备案。

第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业运行情况的工作报告。

第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

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

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全部资本由国家出资，属于国

家所有。

第九条  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章  组 织 机 构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设行长一人，副行长若干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

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由国务院总理任免。

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行长负责制。行长领导中

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副行长协助行长工作。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

策委员会的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

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分支

机构，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对分支

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授权，维

护本辖区的金融稳定，承办有关业务。

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副行长及其他工作人

员应当恪尽职守，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得在任何金

融机构、企业、基金会兼职。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副行长及其他工作人

员，应当依法保守国家秘密，并有责任为与履行其职责有关

的金融机构及当事人保守秘密。

第三章  人 民 币

第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

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第十七条  人民币的单位为元，人民币辅币单位为角、

分。
第十八条  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印制、发行。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版人民币，应当将发行时间、面

额、图案、式样、规格予以公告。

第十九条  禁止伪造、变造人民币。禁止出售、购买伪

造、变造的人民币。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

民币。禁止故意毁损人民币。禁止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

他商品上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发售代币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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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

第二十一条  残缺、污损的人民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的规定兑换，并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收回、销毁。

第二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人民币发行库，在其分

支机构设立分支库。分支库调拨人民币发行基金，应当按照

上级库的调拨命令办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动

用发行基金。

第四章  业 务

第二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可以运用

下列货币政策工具：

（一）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比例交存存款准

备金；

（二）确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三）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账户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办

理再贴现；

（四）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

（五）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其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

券及外汇；

（六）国务院确定的其他货币政策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运用前款所列货币政策

工具时，可以规定具体的条件和程序。

第二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经理国库。

第二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代理国务院财政部门向

各金融机构组织发行、兑付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第二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根据需要，为银行业金

融机构开立账户，但不得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账户透支。

第二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组织或者协助组织银行

业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清算系统，协调银行业金融机构相互

之间的清算事项，提供清算服务。具体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

制定。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支付

结算规则。

第二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执行货币政策的需要，

可以决定对商业银行贷款的数额、期限、利率和方式，但贷

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第二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

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第三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

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

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

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

第五章  金融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监测金融市场的运行情

况，对金融市场实施宏观调控，促进其协调发展。

第三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

位和个人的下列行为进行检查监督：

（一）执行有关存款准备金管理规定的行为；

（二）与中国人民银行特种贷款有关的行为；

（三）执行有关人民币管理规定的行为；

（四）执行有关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

管理规定的行为；

（五）执行有关外汇管理规定的行为；

（六）执行有关黄金管理规定的行为；

（七）代理中国人民银行经理国库的行为；

（八）执行有关清算管理规定的行为；

（九）执行有关反洗钱规定的行为。

前款所称中国人民银行特种贷款，是指国务院决定的由

中国人民银行向金融机构发放的用于特定目的的贷款。

第三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执行货币政策和维护金

融稳定的需要，可以建议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

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

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回复。

第三十四条  当银行业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可能引

发金融风险时，为了维护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

批准，有权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

第三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有权

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必要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其

他财务会计、统计报表和资料。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

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

第三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统一编制全国金融统计

数据、报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

第三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本系统的稽

核、检查制度，加强内部的监督管理。

第六章  财 务 会 计

第三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

度。

中国人民银行的预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中

央预算，接受国务院财政部门的预算执行监督。

第三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每一会计年度的收入减除该

年度支出，并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核定的比例提取总准备金

后的净利润，全部上缴中央财政。

中国人民银行的亏损由中央财政拨款弥补。

第四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财务收支和会计事务，应当

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接受国

务院审计机关和财政部门依法分别进行的审计和监督。

第四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

的三个月内，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相关的财务会计报

表，并编制年度报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

中国人民银行的会计年度自公历1 月 1 日起至12 月 31

日止。

第七章  法 律 责 任

第四十二条  伪造、变造人民币，出售伪造、变造的人

民币，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人民币而运输，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处十

五日以下拘留、一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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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购买伪造、变造的人民币或者明知是伪

造、变造的人民币而持有、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非法使

用人民币图样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责令改正，并销毁非法

使用的人民币图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

场上流通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二

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本法第三十二条所列行为违反有关规定，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给予处罚；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未作处罚规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区别

不同情形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

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

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警告，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

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提供贷款的；

（二）对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的；

（三）擅自动用发行基金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造成损失的，负有直接责任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责

任。

第四十九条  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

人强令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

提供贷款或者担保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责任。

第五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泄露国家秘密或者

所知悉的商业秘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徇私

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

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

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适用本法对银行业金

融机构的规定。

第五十三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1995 年 5 月10 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3 年 12 月 27 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决定》修正

  2003 年 12 月2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3 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

权益，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强监督

管理，保障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维护金融秩序，促进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

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

第三条  商业银行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业务：

（一）吸收公众存款；

（二）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三）办理国内外结算；

（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五）发行金融债券；

（六）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七）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八）从事同业拆借；

（九）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十）从事银行卡业务；

（十一）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十二）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十三）提供保管箱服务；

（十四）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范围由商业银行章程规定，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

商业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经营结汇、售汇业

务。

第四条  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

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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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商业银行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条  商业银行与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平等、

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  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

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第七条  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

的资信，实行担保，保障按期收回贷款。

商业银行依法向借款人收回到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受

法律保护。

第八条  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的有关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第九条  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

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

第十条  商业银行依法接受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的监督管理，但法律规定其有关业务接受其他监督管理部门

或者机构监督管理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章  商业银行的设立

和组织机构

第十一条  设立商业银行，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审查批准。

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任何单位不得在名

称中使用“银行”字样。

第十二条  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

章程；

（二）有符合本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三）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四）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

（五）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

有关的其他设施。

设立商业银行，还应当符合其他审慎性条件。

第十三条  设立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

十亿元人民币。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一

亿元人民币，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五千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的要求可以调

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但不得少于前款规定的限额。

第十四条  设立商业银行，申请人应当向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拟设立的商业银行的名

称、所在地、注册资本、业务范围等；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资料。
第十五条  设立商业银行的申请经审查符合本法第十四

条规定的，申请人应当填写正式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文件、

资料：

（一）章程草案；

（二）拟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证明；

（三）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四）股东名册及其出资额、股份；

（五）持有注册资本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的资信证明和

有关资料；

（六）经营方针和计划；

（七）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

施的资料；

（八）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文件、资

料。

第十六条  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由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七条  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商业银行，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不

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可以继续沿用

原有的规定，适用前款规定的日期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八条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设立监事会。监事会的产

生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监事会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资产负债

比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情况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章程的行为和损害银行利益的行为进行监

督。
第十九条  商业银行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外设立分支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必须经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分支机

构，不按行政区划设立。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应当按照

规定拨付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营运资金额。拨付各分支机构

营运资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总行资本金总额的百分之六十。

第二十条  设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申请人应当向国务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拟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名

称、营运资金额、业务范围、总行及分支机构所在地等；

（二）申请人最近二年的财务会计报告；

（三）拟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证明；

（四）经营方针和计划；

（五）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

施的资料；

（六）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文件、资

料。
第二十一条  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由国务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二十二条  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

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

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

第二十三条  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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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公告。

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无正当理

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

上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并

予以公告。

第二十四条  商业银行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当经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注册资本；

（三）变更总行或者分支行所在地；

（四）调整业务范围；

（五）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

股东；

（六）修改章程；

（七）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变更事项。

更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时，应当报经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审查其任职资格。

第二十五条  商业银行的分立、合并，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

商业银行的分立、合并，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审查批准。

第二十六条  商业银行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使用经营许可证。禁止伪造、变造、转让、出租、出借经营

许可证。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商业银行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因犯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或者

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

权利的；

（二）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

者厂长、经理，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

（三）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的法定

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四）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

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三章  对存款人的保护

第二十九条  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

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

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查询、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条  对单位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查询，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有权拒绝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

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存款利率，并予以公告。

第三十二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

向中国人民银行交存存款准备金，留足备付金。

第三十三条  商业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

付，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

第四章  贷款和其他业务

的基本规则

第三十四条  商业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开展贷款业务。

第三十五条  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

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制度。

第三十六条  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

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

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

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

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

第三十七条  商业银行贷款，应当与借款人订立书面合

同。合同应当约定贷款种类、借款用途、金额、利率、还款期

限、还款方式、违约责任和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八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

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贷款利率。

第三十九条  商业银行贷款，应当遵守下列资产负债比

例管理的规定：

（一）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八；

（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七十

五；

（三）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

于百分之二十五；

（四）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

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五）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的其他规定。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商业银行，在本法施行后，其资产负

债比例不符合前款规定的，应当在一定的期限内符合前款规

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四十条  商业银行不得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向关

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

件。

前款所称关系人是指：

（一）商业银行的董事、监事、管理人员、信贷业务人

员及其近亲属；

（二）前项所列人员投资或者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公司、

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第四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令商业银行发放贷

款或者提供担保。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强令要

求其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第四十二条  借款人应当按期归还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借款人到期不归还担保贷款的，商业银行依法享有要求

保证人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或者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

利。商业银行因行使抵押权、质权而取得的不动产或者股

权，应当自取得之日起二年内予以处分。

借款人到期不归还信用贷款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

责任。

第四十三条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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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

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四条  商业银行办理票据承兑、汇兑、委托收款

等结算业务，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兑现，收付入账，不得压

单、压票或者违反规定退票。有关兑现、收付入账期限的规

定应当公布。

第四十五条  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或者到境外借款，

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报经批准。

第四十六条  同业拆借，应当遵守中国人民银行的规

定。禁止利用拆入资金发放固定资产贷款或者用于投资。

拆出资金限于交足存款准备金、留足备付金和归还中国

人民银行到期贷款之后的闲置资金。拆入资金用于弥补票据

结算、联行汇差头寸的不足和解决临时性周转资金的需要。

第四十七条  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

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

第四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可以自主选择一家商业银行

的营业场所开立一个办理日常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的基本账

户，不得开立两个以上基本账户。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单位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

存储。

第四十九条  商业银行的营业时间应当方便客户，并予

以公告。商业银行应当在公告的营业时间内营业，不得擅自

停止营业或者缩短营业时间。

第五十条  商业银行办理业务，提供服务，按照规定收

取手续费。收费项目和标准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职责分工，分别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

制定。

第五十一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存财务

会计报表、业务合同以及其他资料。

第五十二条  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各项业务管理的规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违反国

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

（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挪用、侵占本行或者

客户的资金；

（三）违反规定徇私向亲属、朋友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

保；

（四）在其他经济组织兼职；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三条  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不得泄露其在任职期

间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第五章  财 务 会 计

第五十四条  商业银行应当依照法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

制度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建立、健

全本行的财务、会计制度。

第五十五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真实记

录并全面反映其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及时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和国

务院财政部门报送。商业银行不得在法定的会计账册外另立

会计账册。

第五十六条  商业银行应当于每一会计年度终了三个月

内，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公布其上一年

度的经营业绩和审计报告。

第五十七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呆

账准备金，冲销呆账。

第五十八条  商业银行的会计年度自公历1 月1 日起至

12月 31 日止。

第六章  监 督 管 理

第五十九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定本行的

业务规则，建立、健全本行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

第六十条  商业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本行对存款、贷

款、结算、呆账等各项情况的稽核、检查制度。

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稽核和检查监

督。

第六十一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规定向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报送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其

他财务会计、统计报表和资料。

第六十二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依照本法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的规定，随时对商业银行的存款、

贷款、结算、呆账等情况进行检查监督。检查监督时，检查

监督人员应当出示合法的证件。商业银行应当按照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提供财务会计资料、业务合同和

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其他信息。

中国人民银行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

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对商业银行进行检查监督。

第六十三条  商业银行应当依法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

督。

第七章  接管和终止

第六十四条  商业银行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

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

该银行实行接管。

接管的目的是对被接管的商业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

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被接管的

商业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接管而变化。

第六十五条  接管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决定，

并组织实施。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接管决定应当载

明下列内容：

（一）被接管的商业银行名称；

（二）接管理由；

（三）接管组织；

（四）接管期限。

接管决定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公告。

第六十六条  接管自接管决定实施之日起开始。

自接管开始之日起，由接管组织行使商业银行的经营管

理权力。

第六十七条  接管期限届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可以决定延期，但接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第六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接管终止：

（一）接管决定规定的期限届满或者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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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决定的接管延期届满；

（二）接管期限届满前，该商业银行已恢复正常经营能

力；

（三）接管期限届满前，该商业银行被合并或者被依法

宣告破产。

第六十九条  商业银行因分立、合并或者出现公司章程

规定的解散事由需要解散的，应当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提出申请，并附解散的理由和支付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等

债务清偿计划。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解散。

商业银行解散的，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

照清偿计划及时偿还存款本金和利息等债务。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监督清算过程。

第七十条  商业银行因吊销经营许可证被撤销的，国务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及时组织成立清算组，进行

清算，按照清偿计划及时偿还存款本金和利息等债务。

第七十一条  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商业

银行被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组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在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

劳动保险费用后，应当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

第七十二条  商业银行因解散、被撤销和被宣告破产而

终止。

第八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七十三条  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存款人或者

其他客户造成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支付迟延履行的利息以

及其他民事责任：

（一）无故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

（二）违反票据承兑等结算业务规定，不予兑现，不予

收付入账，压单、压票或者违反规定退票的；

（三）非法查询、冻结、扣划个人储蓄存款或者单位存

款的；

（四）违反本法规定对存款人或者其他客户造成损害的

其他行为。

有前款规定情形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

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四条  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

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

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的；

（二）未经批准分立、合并或者违反规定对变更事项不

报批的；

（三）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

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

（四）出租、出借经营许可证的；

（五）未经批准买卖、代理买卖外汇的；

（六）未经批准买卖政府债券或者发行、买卖金融债券

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向

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

（八）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或者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

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的。

第七十五条  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或者阻碍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检查监

督的；

（二）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

报表和统计报表的；

（三）未遵守资本充足率、存贷比例、资产流动性比例、

同一借款人贷款比例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资产

负债比例管理的其他规定的。

第七十六条  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由中国人民银

行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中国人民

银行可以建议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

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办理结汇、售汇的；

（二）未经批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买卖金融债券

或者到境外借款的；

（三）违反规定同业拆借的。

第七十七条  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由中国人民银

行责令改正，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

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建议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或者阻碍中国人民银行检查监督的；

（二）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

报表和统计报表的；

（三）未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比例交存存款准备金

的。
第七十八条  商业银行有本法第七十三条至第七十七条

规定情形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应当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七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

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

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批准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的；

（二）未经批准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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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单位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的。

第八十条  商业银行不按照规定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报送有关文件、资料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商业银行不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有关文件、资

料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

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一条  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擅

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

伪造、变造、转让商业银行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二条  借款人采取欺诈手段骗取贷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三条  有本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规定的行

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没收违

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

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四条  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收受贿赂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

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应

当给予纪律处分。

有前款行为，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造成损失的，应当

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赔偿责任。

第八十五条  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

污、挪用、侵占本行或者客户资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应当给予纪律处分。

第八十六条  商业银行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玩忽职守

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违反规定徇私向亲属、朋友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赔偿责任。

第八十七条  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泄露在任职期间知悉的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应当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八条  单位或者个人强令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或者

提供担保的，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或者个人给予纪律处分；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全部或者

部分赔偿责任。

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对单位或者个人强令其发放贷款或

者提供担保未予拒绝的，应当给予纪律处分；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十九条  商业银行违反本法规定的，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别不同情形，取消其直接负责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禁止直接负责

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

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商业银行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五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九十条  商业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对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章  附 则

第九十一条  本法施行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经批准设

立的商业银行不再办理审批手续。

第九十二条  外资商业银行、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外国

商业银行分行适用本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三条  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存

款、贷款和结算等业务，适用本法有关规定。

第九十四条  邮政企业办理商业银行的有关业务，适用

本法有关规定。

第九十五条  本法自1995 年7 月 1 日起施行。

行政法规及法规性文件

法律援助条例

（2003 年 7 月 21 日  国务院令第385 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

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获得

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

第三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

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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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

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

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地方律师协会应当按照律师协会章

程对依据本条例实施的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

第五条  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

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

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第六条  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

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

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

第七条  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第八条  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

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第九条  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

人，有关的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法律援助范围

第十条  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

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

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

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

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第十一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

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

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

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

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

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二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

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

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

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

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

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

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

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

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

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

第三章  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四条  公民就本条例第十条所列事项申请法律援

助，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出：

（一）请求国家赔偿的，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

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

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向提供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

活保障待遇或者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

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向给付赡养费、

抚养费、扶养费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向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人

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五）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向被请

求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本条例第十一条所列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

应当向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

请。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申请由看守所在 24小时内转交

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所需提交的有关证件、证明材

料由看守所通知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协助提供。

第十六条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提出申请。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法定代

理人之间发生诉讼或者因其他利益纠纷需要法律援助的，由

与该争议事项无利害关系的其他法定代理人代为提出申请。

第十七条  公民申请代理、刑事辩护的法律援助应当提

交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

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的证明；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申请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

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

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书面记录。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

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

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

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

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决定提

供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

人理由。

第十九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

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

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

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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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律援助实施

第二十条  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

庭10 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

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人民法院不在其所在地审判

的，可以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

交审判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

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也可以根

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

件。对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开庭

3 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回复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二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应当遵守职业

道德和执业纪律，提供法律援助不得收取任何财物。

第二十三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

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

（一）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

援助条件的；

（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三）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

（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第二十四条  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

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

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以及结

案报告等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前款规定的结案材料后，应当向受指

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的社会组织人员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

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

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第二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对公民申请的法律咨询服

务，应当即时办理；复杂疑难的，可以预约择时办理。

第五章  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纪律处分：

（一）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或

者拒绝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

（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三）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

（四）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的财物，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

还；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违法所得，由司法行政部门予以没

收；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

令追回，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

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 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

业整顿的处罚。

第二十八条  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

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

（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有前款第（二）项违法行为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

还违法所得的财物，可以并处所收财物价值1 倍以上3 倍以

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违反职业道德和执

业纪律的，按照律师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法律援助的监督管

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3 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

（2003 年 8 月15 日  国务院令第388 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中央储备粮的管理，保证中央储备

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和储存安全，保护农民利益，维护粮

食市场稳定，有效发挥中央储备粮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作

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中央储备粮，是指中央政府储备的

用于调节全国粮食供求总量，稳定粮食市场，以及应对重大

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等情况的粮食和食用油。

第三条  从事和参与中央储备粮经营管理、监督活动的

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国家实行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制，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对中央储备粮的垂直管理给予支持

和协助。

第五条  中央储备粮的管理应当严格制度、严格管理、

严格责任，确保中央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和储存安

全，确保中央储备粮储得进、管得好、调得动、用得上并节

约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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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中央储

备粮。

第六条  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及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拟订中央储备粮规模总量、总体布

局和动用的宏观调控意见，对中央储备粮管理进行指导和协

调；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中央储备粮的行政管理，对

中央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实施监督检查。

第七条  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安排中央储备粮的贷款利

息、管理费用等财政补贴，并保证及时、足额拨付；负责对

中央储备粮有关财务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第八条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的

经营管理，并对中央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负责。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依照国家有关中央储备粮管理的

行政法规、规章、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建立、健全中央储

备粮各项业务管理制度，并报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九条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负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

时、足额安排中央储备粮所需贷款，并对发放的中央储备粮

贷款实施信贷监管。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骗取、挤占、

截留、挪用中央储备粮贷款或者贷款利息、管理费用等财政

补贴。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中央储备粮的仓储

设施，不得偷盗、哄抢或者损毁中央储备粮。

中央储备粮储存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对破坏中央储备粮仓

储设施，偷盗、哄抢或者损毁中央储备粮的违法行为，应当

及时组织有关部门予以制止、查处。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中央储备粮经营管理中的

违法行为，均有权向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举

报。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

时查处；举报事项的处理属于其他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

时移送其他部门处理。

第二章  中央储备粮的计划

第十三条  中央储备粮的储存规模、品种和总体布局方

案，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及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

务院财政部门，根据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和财政承受能力提

出，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四条  中央储备粮的收购、销售计划，由国家粮食

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央储备粮储存规模、品种

和总体布局方案提出建议，经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国务院

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及国家粮食行

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同下

达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第十五条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根据中央储备粮的收

购、销售计划，具体组织实施中央储备粮的收购、销售。

第十六条  中央储备粮实行均衡轮换制度，每年轮换的

数量一般为中央储备粮储存总量的20% 至30% 。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应当根据中央储备粮的品质情况

和入库年限，提出中央储备粮年度轮换的数量、品种和分地区

计划，报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和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批准。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在年度轮换计划内根

据粮食市场供求状况，具体组织实施中央储备粮的轮换。

第十七条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应当将中央储备粮收

购、销售、年度轮换计划的具体执行情况，及时报国务院发

展改革部门、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国务院财政部门备

案，并抄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第三章  中央储备粮的储存

第十八条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直属企业为专户储存

中央储备粮的企业。

中央储备粮也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由具备条件的其他

企业代储。

第十九条  代储中央储备粮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仓库容量达到国家规定的规模，仓库条件符合国

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

（二）具有与粮食储存功能、仓型、进出粮方式、粮食

品种、储粮周期等相适应的仓储设备；

（三）具有符合国家标准的中央储备粮质量等级检测仪

器和场所，具备检测中央储备粮储存期间仓库内温度、水

分、害虫密度的条件；

（四）具有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

资格证书的粮食保管、检验、防治等管理技术人员；

（五）经营管理和信誉良好，并无严重违法经营记录。

选择代储中央储备粮的企业，应当遵循有利于中央储备

粮的合理布局，有利于中央储备粮的集中管理和监督，有利

于降低中央储备粮成本、费用的原则。

第二十条  具备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代储条件的企业，

经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取得代储中央储备粮的

资格。

企业代储中央储备粮的资格认定办法，由国家粮食行政

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并征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的意见制定。

第二十一条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负责从取得代储中

央储备粮资格的企业中，根据中央储备粮的总体布局方案择

优选定中央储备粮代储企业，报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国

务院财政部门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备案，并抄送当地粮食行

政管理部门。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应当与中央储备粮代储企业签订

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事项。

中央储备粮代储企业不得将中央储备粮轮换业务与其他

业务混合经营。

第二十二条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直属企业、中央储

备粮代储企业（以下统称承储企业）储存中央储备粮，应当严

格执行国家有关中央储备粮管理的行政法规、规章、国家标准

和技术规范，以及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依照有关行政法规、

规章、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制定的各项业务管理制度。

第二十三条  承储企业必须保证入库的中央储备粮达到

收购、轮换计划规定的质量等级，并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

第二十四条  承储企业应当对中央储备粮实行专仓储

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保证中央储备粮账账相符、账实

相符、质量良好、储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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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承储企业不得虚报、瞒报中央储备粮的数

量，不得在中央储备粮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不得擅自串

换中央储备粮的品种、变更中央储备粮的储存地点，不得因

延误轮换或者管理不善造成中央储备粮陈化、霉变。

第二十六条  承储企业不得以低价购进高价入账、高价

售出低价入账、以旧粮顶替新粮、虚增入库成本等手段套取差

价，骗取中央储备粮贷款和贷款利息、管理费用等财政补贴。

第二十七条  承储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中央储备粮的防

火、防盗、防洪等安全管理制度，并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本行政区域内的承储企业做

好中央储备粮的安全管理工作。

第二十八条  承储企业应当对中央储备粮的储存管理状

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发现中央储备粮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等

方面的问题，应当及时处理；不能处理的，承储企业的主要负

责人必须及时报告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

第二十九条  承储企业应当在轮换计划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中央储备粮的轮换。

中央储备粮的轮换应当遵循有利于保证中央储备粮的数

量、质量和储存安全，保持粮食市场稳定，防止造成市场粮

价剧烈波动，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原则。

中央储备粮轮换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

门及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并征求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的意见制定。

第三十条  中央储备粮的收购、销售、轮换原则上应当

通过规范的粮食批发市场公开进行，也可以通过国家规定的

其他方式进行。

第三十一条  承储企业不得以中央储备粮对外进行担保

或者对外清偿债务。

承储企业依法被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其储存的中央

储备粮由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负责调出另储。

第三十二条  中央储备粮的管理费用补贴实行定额包

干，由国务院财政部门拨付给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

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通过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补贴专户，及时、足额拨付到承储企业。中

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在中央储备粮管理费用补贴包干总额

内，可以根据不同储存条件和实际费用水平，适当调整不同

地区、不同品种、不同承储企业的管理费用补贴标准；但同

一地区、同一品种、储存条件基本相同的承储企业的管理费

用补贴标准原则上应当一致。

中央储备粮的贷款利息实行据实补贴，由国务院财政部

门拨付。

第三十三条  中央储备粮贷款实行贷款与粮食库存值增

减挂钩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承储企业应当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开立基本账户，并接

受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信贷监管。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应当创造条件，逐步实行中央储

备粮贷款统借统还。

第三十四条  中央储备粮的入库成本由国务院财政部门

负责核定。中央储备粮的入库成本一经核定，中国储备粮管

理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和承储企业必须遵照执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中央储备粮入库成本。

第三十五条  国家建立中央储备粮损失、损耗处理制

度，及时处理所发生的损失、损耗。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

部门会同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并征求中国储备粮管理总

公司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意见制定。

第三十六条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应当定期统计、分

析中央储备粮的储存管理情况，并将统计、分析情况报送国

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国务院财政部

门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第四章  中央储备粮的动用

第三十七条  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及国家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应当完善中央储备粮的动用预警机制，加强对需要动用

中央储备粮情况的监测，适时提出动用中央储备粮的建议。

第三十八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动用中央储备粮：

（一）全国或者部分地区粮食明显供不应求或者市场价

格异常波动；

（二）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需要动用中

央储备粮；

（三）国务院认为需要动用中央储备粮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九条  动用中央储备粮，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

及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提出动用方

案，报国务院批准。动用方案应当包括动用中央储备粮的品

种、数量、质量、价格、使用安排、运输保障等内容。

第四十条  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及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央储备粮动用方案下达动用命令，

由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具体组织实施。

紧急情况下，国务院直接决定动用中央储备粮并下达动

用命令。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对中央储备粮动用

命令的实施，应当给予支持、配合。

第四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执行或者擅自改

变中央储备粮动用命令。

第五章  监 督 检 查

第四十二条  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及其分支机

构、承储企业执行本条例及有关粮食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进入承储企业检查中央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

存安全；

（二）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中央储备粮收购、销售、

轮换计划及动用命令的执行情况；

（三）调阅中央储备粮经营管理的有关资料、凭证；

（四）对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理。

第四十三条  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

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中央储备粮数量、质量、储存安全等方

面存在问题，应当责成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及其分支机

构、承储企业立即予以纠正或者处理；发现中央储备粮代储

企业不再具备代储条件，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取消其

代储资格；发现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直属企业存在不适于

储存中央储备粮的情况，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责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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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对有关直属企业限期整改。

第四十四条  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

的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作出书面记录，并由监

督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签字。被检查单位的负责

人拒绝签字的，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

第四十五条  审计机关依照审计法规定的职权和程序，

对有关中央储备粮的财务收支情况实施审计监督；发现问

题，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第四十六条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承

储企业，对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审计

机关的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应当予以配合。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干涉国家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

行监督检查职责。

第四十七条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应当

加强对中央储备粮的经营管理和检查，对中央储备粮的数

量、质量存在的问题，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对危及中央储备

粮储存安全的重大问题，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理，

并报告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及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

第四十八条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当按照资金封闭管理

的规定，加强对中央储备粮贷款的信贷监管。中国储备粮管理

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承储企业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依法进行

的信贷监管，应当予以配合，并及时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

第六章  法 律 责 任

第四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直至撤职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不及时下达中央储备粮收购、销售及年度轮换计

划的；

（二）给予不具备代储条件的企业代储中央储备粮资格，

或者发现中央储备粮代储企业不再具备代储条件不及时取消

其代储资格的；

（三）发现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直属企业存在不适于

储存中央储备粮的情况不责成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对其限

期整改的；

（四）接到举报、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第五十条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违反本

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责成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给予警告直至撤职的纪律处分；情节

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

级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不组织实施或者擅自改变中央储备粮收购、销

售、年度轮换计划及动用命令的；

（二）选择未取得代储中央储备粮资格的企业代储中央

储备粮的；

（三）发现中央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存在问题不及时纠

正，或者发现危及中央储备粮储存安全的重大问题，不立即

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并按照规定报告的；

（四）拒绝、阻挠、干涉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国务院财

政部门、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第五十一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成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对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中央储备粮代储企业，还应

当取消其代储资格；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入库的中央储备粮不符合质量等级和国家标准要

求的；

（二）对中央储备粮未实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账

记载，中央储备粮账账不符、账实不符的；

（三）发现中央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等方面

的问题不及时处理，或者处理不了不及时报告的；

（四）拒绝、阻挠、干涉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国务

院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人员或者中国储备粮管理

总公司的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

第五十二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成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对其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对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对中央储备粮代储企业，取消其代储资格：

（一）虚报、瞒报中央储备粮数量的；

（二）在中央储备粮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的；

（三）擅自串换中央储备粮的品种、变更中央储备粮储

存地点的；

（四）造成中央储备粮陈化、霉变的；

（五）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中央储备粮收购、销售、

轮换计划和动用命令的；

（六）擅自动用中央储备粮的；

（七）以中央储备粮对外进行担保或者清偿债务的。

第五十三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以低价购进高

价入账、高价售出低价入账、以旧粮顶替新粮、虚增入库成

本等手段套取差价，骗取中央储备粮贷款和贷款利息、管理

费用等财政补贴的，由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国务院财政

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成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对其限期改

正，并责令退回骗取的中央储备粮贷款和贷款利息、管理费

用等财政补贴；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对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对中央储备粮代储企业，取消其代储资格。

第五十四条  中央储备粮代储企业将中央储备粮轮换业

务与其他业务混合经营的，由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成中

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对其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给予警告直至降级的纪律处分；造成中央储备粮损失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并取消

其代储资格。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挤占、截留、挪用中央

储备粮贷款或者贷款利息、管理费用等财政补贴，或者擅自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更改中央储备粮入库成本的，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或者给予信贷制裁；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国家机关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工作人员

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玩忽职守，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降

级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破坏中央储备粮仓储设

施，偷盗、哄抢、损毁中央储备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造成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规定的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

处分，依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执行；对中国储

备粮管理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承储企业、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工作人员的纪律处分，依照《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

执行，国家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地方储备粮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参照本条例制定。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2003 年 11 月 23 日  国务院令第392 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对外开放政策，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

国民经济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

称《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准许进出口的货物、进境物

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海关依照本条例规定征

收进出口关税。

第三条  国务院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

（以下简称《税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率

表》（以下简称《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率表》），规定关税的税

目、税则号列和税率，作为本条例的组成部分。

第四条  国务院设立关税税则委员会，负责《税则》和

《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率表》的税目、税则号列和税率的调整

和解释，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决定实行暂定税率的货物、

税率和期限；决定关税配额税率；决定征收反倾销税、反补

贴税、保障措施关税、报复性关税以及决定实施其他关税措

施；决定特殊情况下税率的适用，以及履行国务院规定的其

他职责。

第五条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进境

物品的所有人，是关税的纳税义务人。

第六条  海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

序履行关税征管职责，维护国家利益，保护纳税人合法权

益，依法接受监督。

第七条  纳税义务人有权要求海关对其商业秘密予以保

密，海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义务人保密。

第八条  海关对检举或者协助查获违反本条例行为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奖励，并负责保密。

第二章  进出口货物关税税率

的设置和适用

第九条  进口关税设置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特惠税

率、普通税率、关税配额税率等税率。对进口货物在一定期

限内可以实行暂定税率。

出口关税设置出口税率。对出口货物在一定期限内可以

实行暂定税率。

第十条  原产于共同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世界贸易组

织成员的进口货物，原产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含有相互

给予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双边贸易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进口

货物，以及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进口货物，适用最

惠国税率。

原产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含有关税优惠条款的区域

性贸易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进口货物，适用协定税率。

原产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含有特殊关税优惠条款的

贸易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进口货物，适用特惠税率。

原产于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所列以外国家或者

地区的进口货物，以及原产地不明的进口货物，适用普通税

率。
第十一条  适用最惠国税率的进口货物有暂定税率的，

应当适用暂定税率；适用协定税率、特惠税率的进口货物有

暂定税率的，应当从低适用税率；适用普通税率的进口货

物，不适用暂定税率。

适用出口税率的出口货物有暂定税率的，应当适用暂定

税率。

第十二条  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进口货

物，关税配额内的，适用关税配额税率；关税配额外的，其

税率的适用按照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进口货物

采取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其税率的适用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任何国家或者地区违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

订或者共同参加的贸易协定及相关协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贸易方面采取禁止、限制、加征关税或者其他影响正常贸

易的措施的，对原产于该国家或者地区的进口货物可以征收

报复性关税，适用报复性关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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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货物、适用国别、税率、期限和征收

办法，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并公布。

第十五条  进出口货物，应当适用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

进口或者出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进口货物到达前，经海关核准先行申报的，应当适用装

载该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实施的税率。

转关运输货物税率的适用日期，由海关总署另行规定。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需缴纳税款的，应当适用

海关接受申报办理纳税手续之日实施的税率：

（一）保税货物经批准不复运出境的；

（二）减免税货物经批准转让或者移作他用的；

（三）暂准进境货物经批准不复运出境，以及暂准出境

货物经批准不复运进境的；

（四）租赁进口货物，分期缴纳税款的。

第十七条  补征和退还进出口货物关税，应当按照本条

例第十五条或者第十六条的规定确定适用的税率。

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需要追征税款的，应当适用该行

为发生之日实施的税率；行为发生之日不能确定的，适用海

关发现该行为之日实施的税率。

第三章  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的确定

第十八条  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以符合本条第三

款所列条件的成交价格以及该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为基础审查确

定。
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是指卖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销售该货物时买方为进口该货物向卖方实付、应付的，并按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调整后的价款总额，包括

直接支付的价款和间接支付的价款。

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对买方处置或者使用该货物不予限制，但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实施的限制、对货物转售地域的限制和对货物

价格无实质性影响的限制除外；

（二）该货物的成交价格没有因搭售或者其他因素的影

响而无法确定；

（三）卖方不得从买方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因该货物进口

后转售、处置或者使用而产生的任何收益，或者虽有收益但

能够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进行调整；

（四）买卖双方没有特殊关系，或者虽有特殊关系但未

对成交价格产生影响。

第十九条  进口货物的下列费用应当计入完税价格：

（一）由买方负担的购货佣金以外的佣金和经纪费；

（二）由买方负担的在审查确定完税价格时与该货物视

为一体的容器的费用；

（三）由买方负担的包装材料费用和包装劳务费用；

（四）与该货物的生产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有

关的，由买方以免费或者以低于成本的方式提供并可以按适

当比例分摊的料件、工具、模具、消耗材料及类似货物的价

款，以及在境外开发、设计等相关服务的费用；

（五）作为该货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条件，

买方必须支付的、与该货物有关的特许权使用费；

（六）卖方直接或者间接从买方获得的该货物进口后转

售、处置或者使用的收益。

第二十条  进口时在货物的价款中列明的下列税收、费

用，不计入该货物的完税价格：

（一）厂房、机械、设备等货物进口后进行建设、安装、

装配、维修和技术服务的费用；

（二）进口货物运抵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的运输及其相

关费用、保险费；

（三）进口关税及国内税收。

第二十一条  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不符合本条例第十八

条第三款规定条件的，或者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海关经了

解有关情况，并与纳税义务人进行价格磋商后，依次以下列

价格估定该货物的完税价格：

（一）与该货物同时或者大约同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销售的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

（二）与该货物同时或者大约同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销售的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

（三）与该货物进口的同时或者大约同时，将该进口货

物、相同或者类似进口货物在第一级销售环节销售给无特殊

关系买方最大销售总量的单位价格，但应当扣除本条例第二

十二条规定的项目；

（四）按照下列各项总和计算的价格：生产该货物所使

用的料件成本和加工费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同等

级或者同种类货物通常的利润和一般费用，该货物运抵境内

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五）以合理方法估定的价格。

纳税义务人向海关提供有关资料后，可以提出申请，颠

倒前款第（三）项和第（四）项的适用次序。

第二十二条  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

规定估定完税价格，应当扣除的项目是指：

（一）同等级或者同种类货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第

一级销售环节销售时通常的利润和一般费用以及通常支付的

佣金；

（二）进口货物运抵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的运输及其相

关费用、保险费；

（三）进口关税及国内税收。

第二十三条  以租赁方式进口的货物，以海关审查确定

的该货物的租金作为完税价格。

纳税义务人要求一次性缴纳税款的，纳税义务人可以选

择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估定完税价格，或者按照海

关审查确定的租金总额作为完税价格。

第二十四条  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

明并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加工费和

料件费以及复运进境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和保险费审查确定

完税价格。

第二十五条  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

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复运

进境的，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第二十六条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以该货物的成

交价格以及该货物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

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为基础审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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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是指该货物出口时卖方为出口该

货物应当向买方直接收取和间接收取的价款总额。

出口关税不计入完税价格。

第二十七条  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海关经

了解有关情况，并与纳税义务人进行价格磋商后，依次以下

列价格估定该货物的完税价格：

（一）与该货物同时或者大约同时向同一国家或者地区

出口的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

（二）与该货物同时或者大约同时向同一国家或者地区

出口的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

（三）按照下列各项总和计算的价格：境内生产相同或

者类似货物的料件成本、加工费用，通常的利润和一般费

用，境内发生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四）以合理方法估定的价格。

第二十八条  按照本条例规定计入或者不计入完税价格

的成本、费用、税收，应当以客观、可量化的数据为依据。

第四章  进出口货物关税的征收

第二十九条  进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应当自运输工具申

报进境之日起14 日内，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除海关特准

的外，应当在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后、装货的24小时以前，

向货物的进出境地海关申报。进出口货物转关运输的，按照

海关总署的规定执行。

进口货物到达前，纳税义务人经海关核准可以先行申

报。具体办法由海关总署另行规定。

第三十条  纳税义务人应当依法如实向海关申报，并按

照海关的规定提供有关确定完税价格、进行商品归类、确定

原产地以及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或者保障措施等所需的资

料；必要时，海关可以要求纳税义务人补充申报。

第三十一条  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税则》规定的目录

条文和归类总规则、类注、章注、子目注释以及其他归类注

释，对其申报的进出口货物进行商品归类，并归入相应的税

则号列；海关应当依法审核确定该货物的商品归类。

第三十二条  海关可以要求纳税义务人提供确定商品归

类所需的有关资料；必要时，海关可以组织化验、检验，并

将海关认定的化验、检验结果作为商品归类的依据。

第三十三条  海关为审查申报价格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可以查阅、复制与进出口货物有关的合同、发票、账册、结

付汇凭证、单据、业务函电、录音录像制品和其他反映买卖

双方关系及交易活动的资料。

海关对纳税义务人申报的价格有怀疑并且所涉关税数额

较大的，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

凭海关总署统一格式的协助查询账户通知书及有关工作人员

的工作证件，可以查询纳税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开立的单位账户的资金往来情况，并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通报有关情况。

第三十四条  海关对纳税义务人申报的价格有怀疑的，

应当将怀疑的理由书面告知纳税义务人，要求其在规定的期

限内书面作出说明、提供有关资料。

纳税义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作说明、未提供有关资料

的，或者海关仍有理由怀疑申报价格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

海关可以不接受纳税义务人申报的价格，并按照本条例第三

章的规定估定完税价格。

第三十五条  海关审查确定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后，

纳税义务人可以以书面形式要求海关就如何确定其进出口货

物的完税价格作出书面说明，海关应当向纳税义务人作出书

面说明。

第三十六条  进出口货物关税，以从价计征、从量计征

或者国家规定的其他方式征收。

从价计征的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 完税价格 ×关税税

率

从量计征的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 货物数量 ×单位税

额

第三十七条  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

日起15 日内向指定银行缴纳税款。纳税义务人未按期缴纳

税款的，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

滞纳金。

海关可以对纳税义务人欠缴税款的情况予以公告。

海关征收关税、滞纳金等，应当制发缴款凭证，缴款凭

证格式由海关总署规定。

第三十八条  海关征收关税、滞纳金等，应当按人民币

计征。

进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以及有关费用以外币计价的，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汇率折合为人民币计算完税价格；

以基准汇率币种以外的外币计价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套算

为人民币计算完税价格。适用汇率的日期由海关总署规定。

第三十九条  纳税义务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在国家税收政

策调整的情形下，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海关总署批准，

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第四十条  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在规定的纳税期限

内有明显的转移、藏匿其应税货物以及其他财产迹象的，海

关可以责令纳税义务人提供担保；纳税义务人不能提供担保

的，海关可以按照《海关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采取税收保

全措施。

纳税义务人、担保人自缴纳税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 3

个月仍未缴纳税款的，海关可以按照《海关法》第六十条的

规定采取强制措施。

第四十一条  加工贸易的进口料件按照国家规定保税进

口的，其制成品或者进口料件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出口的，海

关按照规定征收进口关税。

加工贸易的进口料件进境时按照国家规定征收进口关税

的，其制成品或者进口料件在规定的期限内出口的，海关按

照有关规定退还进境时已征收的关税税款。

第四十二条  经海关批准暂时进境或者暂时出境的下列

货物，在进境或者出境时纳税义务人向海关缴纳相当于应纳

税款的保证金或者提供其他担保的，可以暂不缴纳关税，并

应当自进境或者出境之日起 6 个月内复运出境或者复运进

境；经纳税义务人申请，海关可以根据海关总署的规定延长

复运出境或者复运进境的期限：

（一）在展览会、交易会、会议及类似活动中展示或者

使用的货物；

（二）文化、体育交流活动中使用的表演、比赛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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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行新闻报道或者摄制电影、电视节目使用的仪

器、设备及用品；

（四）开展科研、教学、医疗活动使用的仪器、设备及

用品；

（五）在本款第（一）项至第（四）项所列活动中使用

的交通工具及特种车辆；

（六）货样；

（七）供安装、调试、检测设备时使用的仪器、工具；

（八）盛装货物的容器；

（九）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货物。

第一款所列暂准进境货物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复运出境

的，或者暂准出境货物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复运进境的，海关

应当依法征收关税。

第一款所列可以暂时免征关税范围以外的其他暂准进境

货物，应当按照该货物的完税价格和其在境内滞留时间与折

旧时间的比例计算征收进口关税。具体办法由海关总署规

定。
第四十三条  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出口货物自出口之

日起 1 年内原状复运进境的，不征收进口关税。

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进口货物自进口之日起 1 年内原

状复运出境的，不征收出口关税。

第四十四条  因残损、短少、品质不良或者规格不符原

因，由进出口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或者保险公司免费补偿

或者更换的相同货物，进出口时不征收关税。被免费更换的

原进口货物不退运出境或者原出口货物不退运进境的，海关

应当对原进出口货物重新按照规定征收关税。

第四十五条  下列进出口货物，免征关税：

（一）关税税额在人民币 50元以下的一票货物；

（二）无商业价值的广告品和货样；

（三）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物资；

（四）在海关放行前损失的货物；

（五）进出境运输工具装载的途中必需的燃料、物料和

饮食用品。

在海关放行前遭受损坏的货物，可以根据海关认定的受

损程度减征关税。

法律规定的其他免征或者减征关税的货物，海关根据规

定予以免征或者减征。

第四十六条  特定地区、特定企业或者有特定用途的进

出口货物减征或者免征关税，以及临时减征或者免征关税，

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进口货物减征或者免征进口环节海关代征

税，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八条  纳税义务人进出口减免税货物的，除另有

规定外，应当在进出口该货物之前，按照规定持有关文件向

海关办理减免税审批手续。经海关审查符合规定的，予以减

征或者免征关税。

第四十九条  需由海关监管使用的减免税进口货物，在

监管年限内转让或者移作他用需要补税的，海关应当根据该

货物进口时间折旧估价，补征进口关税。

特定减免税进口货物的监管年限由海关总署规定。

第五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义务人自缴纳税款

之日起1 年内，可以申请退还关税，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海

关说明理由，提供原缴款凭证及相关资料：

（一）已征进口关税的货物，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原

状退货复运出境的；

（二）已征出口关税的货物，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原

状退货复运进境，并已重新缴纳因出口而退还的国内环节有

关税收的；

（三）已征出口关税的货物，因故未装运出口，申报退

关的。

海关应当自受理退税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查实并通知纳

税义务人办理退还手续。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个月内办理有关退税手续。

按照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退还关税的，海

关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退税。

第五十一条  进出口货物放行后，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

征税款的，应当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1 年内，向

纳税义务人补征税款。但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造成少征或

者漏征税款的，海关可以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 3

年内追征税款，并从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按日加收

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海关发现海关监管货物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造成少征

或者漏征税款的，应当自纳税义务人应缴纳税款之日起 3 年

内追征税款，并从应缴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

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五十二条  海关发现多征税款的，应当立即通知纳税

义务人办理退还手续。

纳税义务人发现多缴税款的，自缴纳税款之日起 1 年

内，可以以书面形式要求海关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

期活期存款利息；海关应当自受理退税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

查实并通知纳税义务人办理退还手续。

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内办理有关退

税手续。

第五十三条  按照本条例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退还税款、利息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四条  报关企业接受纳税义务人的委托，以纳税

义务人的名义办理报关纳税手续，因报关企业违反规定而造

成海关少征、漏征税款的，报关企业对少征或者漏征的税

款、滞纳金与纳税义务人承担纳税的连带责任。

报关企业接受纳税义务人的委托，以报关企业的名义办

理报关纳税手续的，报关企业与纳税义务人承担纳税的连带

责任。

除不可抗力外，在保管海关监管货物期间，海关监管货

物损毁或者灭失的，对海关监管货物负有保管义务的人应当

承担相应的纳税责任。

第五十五条  欠税的纳税义务人，有合并、分立情形

的，在合并、分立前，应当向海关报告，依法缴清税款。纳

税义务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义务人分立时未缴清税

款的，分立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承担

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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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义务人在减免税货物、保税货物监管期间，有合

并、分立或者其他资产重组情形的，应当向海关报告。按照

规定需要缴税的，应当依法缴清税款；按照规定可以继续享

受减免税、保税待遇的，应当到海关办理变更纳税义务人的

手续。

纳税义务人欠税或者在减免税货物、保税货物监管期

间，有撤销、解散、破产或者其他依法终止经营情形的，应

当在清算前向海关报告。海关应当依法对纳税义务人的应缴

税款予以清缴。

第五章  进境物品进口税的征收

第五十六条  进境物品的关税以及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

合并为进口税，由海关依法征收。

第五十七条  海关总署规定数额以内的个人自用进境物

品，免征进口税。

超过海关总署规定数额但仍在合理数量以内的个人自用

进境物品，由进境物品的纳税义务人在进境物品放行前按照

规定缴纳进口税。

超过合理、自用数量的进境物品应当按照进口货物依法

办理相关手续。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规定按货物征税的进境物品，按

照本条例第二章至第四章的规定征收关税。

第五十八条  进境物品的纳税义务人是指，携带物品进

境的入境人员、进境邮递物品的收件人以及以其他方式进口

物品的收件人。

第五十九条  进境物品的纳税义务人可以自行办理纳税

手续，也可以委托他人办理纳税手续。接受委托的人应当遵

守本章对纳税义务人的各项规定。

第六十条  进口税从价计征。

进口税的计算公式为：进口税税额= 完税价格 ×进口税

税率

第六十一条  海关应当按照《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率表》

及海关总署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归类表》、《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完税价格表》对进境物品进行归类、

确定完税价格和确定适用税率。

第六十二条  进境物品，适用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

实施的税率和完税价格。

第六十三条  进口税的减征、免征、补征、追征、退还

以及对暂准进境物品征收进口税参照本条例对货物征收进口

关税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纳税义务人、担保人对海关确定纳税义务

人、确定完税价格、商品归类、确定原产地、适用税率或者

汇率、减征或者免征税款、补税、退税、征收滞纳金、确定

计征方式以及确定纳税地点有异议的，应当缴纳税款，并可

以依法向上一级海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

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十五条  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的征收管理，适用关

税征收管理的规定。

第六十六条  有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按照《海关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和其他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1992

年3月18 日国务院修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

税条例》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实施条例

（2004 年 3 月 5 日  国务院令第399 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

下简称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利用非

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各级各类民办学校；但是，不得举办实

施军事、警察、政治等特殊性质教育的民办学校。

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所称国家财政性经费，是指财

政拨款、依法取得并应当上缴国库或者财政专户的财政性资

金。
第三条  对于捐资举办民办学校表现突出或者为发展民

办教育事业做出其他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给予奖励和表彰。

第二章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

第四条  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单独或

者联合举办民办学校。联合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签订联合

办学协议，明确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以及各方的出资数额、

方式和权利、义务等。

第五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用资金、实物、土地使

用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财产作为办学出资。

国家的资助、向学生收取的费用和民办学校的借款、接

受的捐赠财产，不属于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出资。

第六条  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不得利用国家财

政性经费，不得影响公办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并应当

经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

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应当具有

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与公办学校相分离的校园和基本教育

教学设施，实行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独立招生，独立颁发

学业证书。

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

法履行国有资产的管理义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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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转为民办学校。

第七条  举办者以国有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

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

的中介机构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出资额，

并报对该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备案。

第八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

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得挪用办

学经费。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向学生、学生家长筹集资金举办

民办学校，不得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举办民办学校。

第九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应当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和

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学校章程，推选民办学校的首届理事会、

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组成人员。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参加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

式决策机构的，应当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参与

学校的办学和管理活动。

第十条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技

术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不得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

的民办学校。

第三章  民办学校的设立

第十一条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获得筹设批准书之日起

3 年内完成筹设的，可以提出正式设立申请。

第十三条  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

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议，由专家委

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四条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学校的名称、地址；

（二）办学宗旨、规模、层次、形式等；

（三）学校资产的数额、来源、性质等；

（四）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产生方

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五）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六）出资人是否要求取得合理回报；

（七）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

（八）章程修改程序。

第十五条  民办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

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十六条  申请正式设立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审批机关不予批准，并书面说明理由：

（一）举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不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或者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转为民

办学校的；

（二）向学生、学生家长筹集资金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向

社会公开募集资金举办民办学校的；

（三）不具备相应的办学条件、未达到相应的设置标准

的；

（四）学校章程不符合本条例规定要求，经告知仍不修

改的；

（五）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人

员构成不符合法定要求，或者学校校长、教师、财会人员不

具备法定资格，经告知仍不改正的。

第十七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

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将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及其章程向

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的办学许可证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式

样，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分别组织印制。

第十八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

请登记时，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办学许可证；

（三）拟任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四）学校章程。

登记机关应当自收到前款规定的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

作日内完成登记程序。

第四章  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

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品行良好，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担任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

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成员。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

策机构，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经 1/3 以上组成人员提

议，可以召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临时会

议。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讨论

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2/3 以上组成人员同意方可通过：

（一）聘任、解聘校长；

（二）修改学校章程；

（三）制定发展规划；

（四）审核预算、决策；

（五）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六）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民办学校修改章程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由审批机关向

社会公告。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

政管理职权。

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理事

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批准。

第二十二条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

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行设置专业、

开设课程，自主选用教材。但是，民办学校应当将其所设置

的专业、开设的课程、选用的教材报审批机关备案。

实施高级中等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自主开

展教育教学活动。但是，该民办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应当达

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课程标准，其所选用的教材应

当依法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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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但是，该民办学校不得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

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国家职业标准的要求开展培训活动。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应当具备《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师法》和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教师资格和任职条

件。
民办学校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专职教师；其中，实施学历

教育的民办学校聘任的专职教师数量应当不少于其教师总数

的1/3。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自主聘任教师、职员。民办学校

聘任教师、职员，应当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

务等。

民办学校招用其他工作人员应当订立劳动合同。

民办学校聘任外籍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

教师接受相应的思想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提供条件。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

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教育教学

质量。

民办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

备。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

招生权，可以自主确定招生的范围、标准和方式；但是，招

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应当为外地的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提供平等待遇，

不得实行地区封锁，不得滥收费用。

民办学校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

度，并报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

国家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公办学校及其教

师、职员、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先

进评选、医疗保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

育者同等的权利。

第三十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学位授予

条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审批同意后，可

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三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文艺体育活动和课

题、项目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

提供同等的机会。

第三十二条  教育行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应当加强对民办学校的日常监督，定期组织和委托社会中介

组织评估民办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鼓励和支持民办

学校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工作，促进民办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

教育行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民办学校进

行监督时，应当将监督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

人员签字后归档。公众有权查阅教育行政部门、劳动和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的监督记录。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终止的，由审批机关收回办学许

可证，通知登记机关，并予以公告。

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

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

告。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对接受学历教育的受教育者收取

费用的项目和标准，应当报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并公示；对其

他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应当报价格主管部门备

案并公示。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

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制定。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

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捐资举办的民办

学校和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年度净

资产增加额中、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应当从

年度净收益中，按不低于年度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

25 % 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建设、维护和教学设

备的添置、更新等。

第六章  扶持与奖励

第三十八条  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和出资人不要求取得

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依法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及其

他优惠政策。

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享受的税收优惠政

策，由国务院财政部门、税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

部门制定。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并在终止时依法办理

注销税务登记手续。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可以设立基金接受捐赠财产，并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接受监督。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

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

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国务院

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劳动和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

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第四十条  在西部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享受国家相

关的信贷优惠政策。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

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民办教育发展专项

资金由财政部门负责管理，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劳动和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使用。

第四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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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需要，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委托其承担部分义务

教育任务。县级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

的，应当根据接受义务教育学生的数量和当地实施义务教育

的公办学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标准，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受委托的民办学校向协议就读的学生收取的费用，不得

高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收费标准。

第四十三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部门建

立、完善有关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

合理流动。

第四十四条  出资人根据民办学校章程的规定要求取得

合理回报的，可以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从民办学校的办

学结余中按一定比例取得回报。

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所称办学结余，是指民办学校

扣除办学成本等形成的年度净收益，扣除社会捐助、国家资

助的资产，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提取其他必须的费用后的余额。

第四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根据下列因素确定本校出资

人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回报的比例：

（一）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

（二）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的支出占收取

费用的比例；

（三）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与同级同类其他民办学校相比较，收取费用高、用于教

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的支出占收取费用的比例低，并

且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低的民办学校，其出资人从办学结余

中取得回报的比例不得高于同级同类其他民办学校。

第四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在确定出资人取得回报比例

前，向社会公布与其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关的材料和财务

状况。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

根据本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作出出资人取得

回报比例的决定。民办学校应当自该决定作出之日起 15 日

内，将该决定和向社会公布的与其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关

的材料、财务状况报审批机关备案。

第四十七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资人不得

取得回报：

（一）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骗取钱财的；

（二）擅自增加收取费用的项目、提高收取费用的标准，

情节严重的；

（三）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

（四）骗取办学许可证或者伪造、变造、买卖、出租、

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五）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

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

理混乱的；

（六）违反国家税收征管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受到

税务机关处罚的；

（七）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

（八）教育教学质量低下，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出资人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不得取得回报。

第四十八条  除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扶持与

奖励措施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扶持与奖励措施。

第七章  法 律 责 任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没收出资

人取得的回报，责令停止招生；情节严重的，吊销办学许可

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民办学校的章程未规定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

出资人擅自取得回报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不得取得回报而取

得回报的；

（三）出资人不从办学结余而从民办学校的其他经费中

提取回报的；

（四）不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计算办学结余或者确定取得

回报的比例的；

（五）出资人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回报的比例过高，产生

恶劣社会影响的。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将出资人取得

回报比例的决定和向社会公布的与其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

关的材料、财务状况报审批机关备案，或者向审批机关备案

的材料不真实的，由审批机关责令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

销办学许可证。

第五十一条  民办学校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予

以处罚：

（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

行职责的；

（二）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

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三）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四）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

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

理混乱的；

（五）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施行前依法设立的民办学校继续保

留，并在本条例施行之日起1 年内，由原审批机关换发办学

许可证。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规定的扶持与奖励措施适用于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4 年4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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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管理条例

（2004 年 3 月 8 日  国务院令第400 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基金会的组织和活动，维护基金会、

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

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

第三条  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以下简称非公

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按照募捐的地域范围，分为全国性

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

第四条  基金会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国

家政策，不得危害国家安全、统一和民族团结，不得违背社

会公德。

第五条  基金会依照章程从事公益活动，应当遵循公

开、透明的原则。

第六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民政部门是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

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下列基金会、基金会代表机构的登

记管理工作：

（一）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二）拟由非内地居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基金会；

（三）原始基金超过2 000万元，发起人向国务院民政部

门提出设立申请的非公募基金会；

（四）境外基金会在中国内地设立的代表机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和不属于前款规定情况的非公募基金会

的登记管理工作。

第七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组织，是国

务院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业务主

管单位。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

第二章  设立、变更和注销

第八条  设立基金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

（二）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 万元人

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 400 万元人民

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 万元人民币；原始

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

（三）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

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四）有固定的住所；

（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九条  申请设立基金会，申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

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

（二）章程草案；

（三）验资证明和住所证明；

（四）理事名单、身份证明以及拟任理事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简历；

（五）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

第十条  基金会章程必须明确基金会的公益性质，不得

规定使特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益的内容。

基金会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名称及住所；

（二）设立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

（三）原始基金数额；

（四）理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理事的资格、

产生程序和任期；

（五）法定代表人的职责；

（六）监事的职责、资格、产生程序和任期；

（七）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审定制度；

（八）财产的管理、使用制度；

（九）基金会的终止条件、程序和终止后财产的处理。

第十一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本条例第九条所列

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60 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予登记的决

定。准予登记的，发给《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不予登记

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基金会设立登记的事项包括：名称、住所、类型、宗

旨、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原始基金数额和法定代表人。

第十二条  基金会拟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应当

向原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拟设机构的名称、

住所和负责人等情况的文件。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前款所列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准予登记的，发给

《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登记证书》；不予登记的，应当书

面说明理由。

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设立登记的事项包

括：名称、住所、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和负责人。

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依据基金会的授权开

展活动，不具有法人资格。

第十三条  境外基金会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应当

经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

件：

（一）申请书；

（二）基金会在境外依法登记成立的证明和基金会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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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设代表机构负责人身份证明及简历；

（四）住所证明；

（五）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的文

件。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前款所列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准予登记的，发

给《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登记证书》；不予登记的，应当书

面说明理由。

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设立登记的事项包括：名称、住

所、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和负责人。

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从事符合中国公益事业性质的

公益活动。境外基金会对其在中国内地代表机构的民事行

为，依照中国法律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依照本条例登

记后，应当依法办理税务登记。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凭登记证书依法申请组

织机构代码、刻制印章、开立银行账户。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将组织机构代码、印

章式样、银行账号以及税务登记证件复印件报登记管理机关

备案。

第十五条  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

和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向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基金会修改章程，应当征得其业务主管单位的同意，并

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第十六条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一）按照章程规定终止的；

（二）无法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继续从事公益活动的；

（三）由于其他原因终止的。

第十七条  基金会撤销其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应当

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注销登记。

基金会注销的，其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同时注销。

第十八条  基金会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应当在登记管理

机关、业务主管单位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完成清算工

作。

基金会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 15 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

办理注销登记；在清算期间不得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十九条  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

以及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由登记

管理机关向社会公告。

第三章  组 织 机 构

第二十条  基金会设理事会，理事为 5 人至 25 人，理

事任期由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5 年。理事任期届

满，连选可以连任。

用私人财产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相互间有近亲属关系

的基金会理事，总数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 1/3；其他基金

会，具有近亲属关系的不得同时在理事会任职。

在基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1/3。

理事会设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从理事中选举产

生，理事长是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一条  理事会是基金会的决策机构，依法行使章

程规定的职权。

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2次会议。理事会会议须有2/3 以

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理事会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过半数通过

方为有效。

下列重要事项的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表决，2/3 以上通

过方为有效：

（一）章程的修改；

（二）选举或者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三）章程规定的重大募捐、投资活动；

（四）基金会的分立、合并。

理事会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并由出席理事审阅、签

名。
第二十二条  基金会设监事。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

同。理事、理事的近亲属和基金会财会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监事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料，

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和章程的情况。

监事列席理事会会议，有权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

并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以及税务、会计主管

部门反映情况。

第二十三条  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不得由

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兼任。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同时担

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公募基金会和原始基金来自中国

内地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应当由内地居民担任。

因犯罪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刑期执行完毕

之日起未逾5 年的，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执行期

间或者曾经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及曾在因违法被撤销

登记的基金会担任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秘书长，且对该基

金会的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自该基金会被撤销之日起未

逾5 年的，不得担任基金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秘书

长。

基金会理事遇有个人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关联时，不得参

与相关事宜的决策；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其

所在的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

监事和未在基金会担任专职工作的理事不得从基金会获

取报酬。

第二十四条  担任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秘书长

的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外国人以及境外基金会

代表机构的负责人，每年在中国内地居留时间不得少于3 个

月。

第四章  财产的管理和使用

第二十五条  基金会组织募捐、接受捐赠，应当符合章

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

不得在中国境内组织募捐、接受捐赠。

公募基金会组织募捐，应当向社会公布募得资金后拟开

展的公益活动和资金的详细使用计划。

第二十六条  基金会及其捐赠人、受益人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第二十七条  基金会的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保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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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

基金会应当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

使用其财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方式的捐赠，根据捐

赠协议的约定使用。

接受捐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其宗旨的用途时，基金会

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

第二十八条  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

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第二十九条  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

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 70% ；非公募基金会

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

金余额的8% 。

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

总支出的10% 。

第三十条  基金会开展公益资助项目，应当向社会公布

所开展的公益资助项目种类以及申请、评审程序。

第三十一条  基金会可以与受助人签订协议，约定资助

方式、资助数额以及资金用途和使用方式。

基金会有权对资助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受助人未按协

议约定使用资助或者有其他违反协议情形的，基金会有权解

除资助协议。

第三十二条  基金会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依

法进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

第三十三条  基金会注销后的剩余财产应当按照章程的

规定用于公益目的；无法按照章程规定处理的，由登记管理

机关组织捐赠给与该基金会性质、宗旨相同的社会公益组

织，并向社会公告。

第五章  监 督 管 理

第三十四条  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

责：

（一）对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实施年度检查；

（二）对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依照本条例及其

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三）对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违反本条例的行

为依法进行处罚。

第三十五条  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

责：

（一）指导、监督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依据法

律和章程开展公益活动；

（二）负责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年度检查的初

审；

（三）配合登记管理机关、其他执法部门查处基金会、

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

3 月31 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告，接受

年度检查。年度工作报告在报送登记管理机关前应当经业务

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

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

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

第三十七条  基金会应当接受税务、会计主管部门依法

实施的税务监督和会计监督。

基金会在换届和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应当进行财务审

计。
第三十八条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在通过

登记管理机关的年度检查后，将年度工作报告在登记管理机

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的查询、监督。

第三十九条  捐赠人有权向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

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基

金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基金会违反捐赠协议使用捐赠财产的，捐赠人有权要求

基金会遵守捐赠协议或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捐赠行为、解

除捐赠协议。

第六章  法 律 责 任

第四十条  未经登记或者被撤销登记后以基金会、基金

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或者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名义

开展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并向

社会公告。

第四十一条  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

构或者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管理机

关应当撤销登记：

（一）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或者自取得

登记证书之日起12个月内未按章程规定开展活动的；

（二）符合注销条件，不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注销登

记仍继续开展活动的。

第四十二条  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

或者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

关给予警告、责令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可以撤销登记：

（一）未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进

行活动的；

（二）在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

报告中弄虚作假的；

（三）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四）未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完成公益事业支出额度的；

（五）未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接受年度检查，或者年度检

查不合格的；

（六）不履行信息公布义务或者公布虚假信息的。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有前款所列行为的，登记

管理机关应当提请税务机关责令补交违法行为存续期间所享

受的税收减免。

第四十三条  基金会理事会违反本条例和章程规定决策

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基金会理事、监事以及专职工作人员私分、侵占、挪用

基金会财产的，应当退还非法占用的财产；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被责令停止

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封存其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

证。
第四十五条  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工作人员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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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境外基金会，是指在外国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

区合法成立的基金会。

第四十七条  基金会设立申请书、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

的格式以及基金会章程范本，由国务院民政部门制定。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04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1988

年9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本条例施行前已经设立的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

构，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按照本条例的规定

申请换发登记证书。

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2003 年8 月12 日  国发〔2003〕18 号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

设的通知》（国发〔1998〕23 号）发布五年来，城镇住房制

度改革深入推进，住房建设步伐加快，住房消费有效启动，

居民住房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以住宅为主的房地产市场不断

发展，对拉动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应当看到，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还不平衡，一

些地区住房供求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房地产价格和投资

增长过快；房地产市场服务体系尚不健全，住房消费还需拓

展；房地产开发和交易行为不够规范，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

和调控有待完善。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现就有

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明确指导思想

（一）充分认识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业。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是提高居民住房水平，

改善居住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基本要

求；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保持国民经济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力措施；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扩大社会就业的有效途径。实现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二）进一步明确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指导思想。要坚持

住房市场化的基本方向，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更大程度

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坚持以需求为导向，

调整供应结构，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坚持深化改

革，不断消除影响居民住房消费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加快

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住房保障制度；坚持加强宏观调

控，努力实现房地产市场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价格

基本稳定；坚持在国家统一政策指导下，各地区因地制宜，分

别决策，使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与

相关产业相协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供应政策，调整供应结构

（三）完善住房供应政策。各地要根据城镇住房制度改

革进程、居民住房状况和收入水平的变化，完善住房供应政

策，调整住房供应结构，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

商品住房；同时，根据当地情况，合理确定经济适用住房和

廉租住房供应对象的具体收入线标准和范围，并做好其住房

供应保障工作。

（四）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和管理。经济适用住房

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要通过土地划拨、减免

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承担小区外基础设施建设、控制开发

贷款利率、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切实降低经济适用住

房建设成本。对经济适用住房，要严格控制在中小套型，严

格审定销售价格，依法实行建设项目招投标。经济适用住房

实行申请、审批和公示制度，具体办法由市（县）人民政府

制定。集资、合作建房是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组成部分，其

建设标准、参加对象和优惠政策，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

规定执行。任何单位不得以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搞实

物分房或房地产开发经营。

（五）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要根据市场需求，采取

有效措施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发展，提高其在市场供应中的比

例。对普通商品住房建设，要调控土地供应，控制土地价

格，清理并逐步减少建设和消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多

渠道降低建设成本，努力使住房价格与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住

房支付能力相适应。

（六）建立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要强化政府住房保障

职能，切实保障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基本住房需求。以财政预

算资金为主，多渠道筹措资金，形成稳定规范的住房保障资

金来源。要结合当地财政承受能力和居民住房的实际情况，

合理确定保障水平。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原则上以发放租

赁补贴为主，实物配租和租金核减为辅。

（七）控制高档商品房建设。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合

理确定高档商品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的划分标准。对高档、

大户型商品住房以及高档写字楼、商业性用房积压较多的地

区，要控制此类项目的建设用地供应量，或暂停审批此类项

目。也可以适当提高高档商品房等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和预

售条件。

三、改革住房制度，健全市场体系

（八）继续推进现有公房出售。对能够保证居住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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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成套住房，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向职工出售。对权属有争

议的公有住房，由目前房屋管理单位出具书面具结保证后，

向职工出售。对因手续不全等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公有住房出

售和权属登记发证的，由各地制定政策，明确界限，妥善处

理。
（九）完善住房补贴制度。要严格执行停止住房实物分

配的有关规定，认真核定住房补贴标准，并根据补贴资金需

求和财力可能，加大住房补贴资金筹集力度，切实推动住房

补贴发放工作。对直管公房和财政负担单位公房出售的净收

入，要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有关规定，统筹用于发放住房

补贴。

（十）搞活住房二级市场。要认真清理影响已购公有住

房上市交易的政策性障碍，鼓励居民换购住房。除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和原公房出售合同另有约定外，任何单位不得擅

自对已购公有住房上市交易设置限制条件。各地可以适当降

低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土地收益缴纳标准；以房改成本价

购买的公有住房上市出售时，原产权单位原则上不再参与所

得收益分配。要依法加强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管理，规范

发展房屋租赁市场。

（十一）规范发展市场服务。要健全房地产中介服务市

场规则，严格执行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估价师执（职）业

资格制度，为居民提供准确的信息和便捷的服务。规范发展

住房装饰装修市场，保证工程质量。贯彻落实《物业管理条

例》，切实改善住房消费环境。

四、发展住房信贷，强化管理服务

（十二）加大住房公积金归集和贷款发放力度。要加强

住房公积金归集工作，大力发展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简化

手续，取消不合理收费，改进服务，方便职工贷款。

（十三）完善个人住房贷款担保机制。要加强对住房置

业担保机构的监管，规范担保行为，建立健全风险准备金制

度，鼓励其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贷款提供担保。对无担保能

力和担保行为不规范的担保机构，要加快清理，限期整改。

加快完善住房置业担保管理办法，研究建立全国个人住房贷

款担保体系。

（十四）加强房地产贷款监管。对符合条件的房地产开

发企业和房地产项目，要继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同时要加

强房地产开发项目贷款审核管理，严禁违规发放房地产贷

款；加强对预售款和信贷资金使用方向的监督管理，防止挪

作他用。要加快建立个人征信系统，完善房地产抵押登记制

度，严厉打击各种骗贷骗资行为。要妥善处理过去违规发放

或取得贷款的项目，控制和化解房地产信贷风险，维护金融

稳定。

五、改进规划管理，调控土地供应

（十五）制定住房建设规划和住宅产业政策。各地要编

制并及时修订完善房地产业和住房建设发展中长期规划，加

强对房地产业发展的指导。要充分考虑城镇化进程所产生的

住房需求，高度重视小城镇住房建设问题。制定和完善住宅

产业的经济、技术政策，健全推进机制，鼓励企业研发和推

广先进适用的建筑成套技术、产品和材料，促进住宅产业现

代化。完善住宅性能认定和住宅部品认证、淘汰的制度。坚

持高起点规划、高水平设计，注重住宅小区的生态环境建设

和住宅内部功能设计。

（十六）充分发挥城乡规划的调控作用。在城市总体规

划和近期建设规划中，要合理确定各类房地产用地的布局和

比例，优先落实经济适用住房、普通商品住房、危旧房改造

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拆迁安置用房建设项目，并合理配

置市政配套设施。各类开发区以及撤市（县）改区后的土

地，都要纳入城市规划统一管理。严禁下放规划审批权限，

对房地产开发中各种违反城市规划法律法规的行为，要依法

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十七）加强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各地要健全房地

产开发用地计划供应制度，房地产开发用地必须符合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严格控制占用耕地，不得下放土地

规划和审批权限。利用原划拨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必须

纳入政府统一供地渠道，严禁私下交易。土地供应过量、闲

置建设用地过多的地区，必须限制新的土地供应。普通商品

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供不应求、房价涨幅过大的城市，可以

按规定适当调剂增加土地供应量。

六、加强市场监管，整顿市场秩序

（十八）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强对房地产企业的资质

管理和房地产开发项目审批管理，严格执行房地产开发项目

资本金制度、项目手册制度，积极推行业主工程款支付担保

制度。支持具有资信和品牌优势的房地产企业通过兼并、收

购和重组，形成一批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

集团。严格规范房地产项目转让行为。已批准的房地产项

目，确需变更用地性质和规划指标的，必须按规定程序重新

报批。

（十九）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和预警预报体系。

要加强房地产市场统计工作，完善全国房地产市场信息系

统，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体系。各地房地产市场信

息系统和预警预报体系建设中需要政府承担的费用，由各地

财政结合当地信息化系统和电子政务建设一并落实。

（二十）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要加大房地产市

场秩序专项整治力度，重点查处房地产开发、交易、中介服

务和物业管理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制止一些单位和

部门强制消费者接受中介服务以及指定中介服务机构的行

为。加快完善房地产信用体系，强化社会监督。采取积极措

施，加快消化积压商品房。对空置量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要限制其参加土地拍卖和新项目申报。进一步整顿土地市场

秩序，严禁以科技、教育等产业名义取得享受优惠政策的土

地后用于房地产开发，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与乡村签订协议

圈占土地，使用农村集体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切实加强源

头管理，有效遏制并预防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交易中的各

种腐败行为。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从实

际出发，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办法，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并对本地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负责。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强

对市、县房地产发展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国务院有关部

门要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加强对各地特别是问题突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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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和督查。国家发展改革、财政、国土、银行、税务等

部门要调整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建设部要会同有关部门

抓紧制定经济适用住房管理、住房补贴制度监督、健全房地

产市场信息系统和预警预报体系、建立全国个人住房贷款担

保体系等方面的实施办法，指导各地具体实施并负责对本通

知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2003 年9 月17 日  国发〔2003〕19 号发布）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快农村教育发展，

深化农村教育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城乡协调发展，现

就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特作如下决定。

一、明确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

要地位，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1.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

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发展农村教育，办好农村学校，是

直接关系8亿多农民切身利益，满足广大农村人口学习需求

的一件大事；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是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

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

举措。必须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战略高度，优先发展农村教育。

2.农村教育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和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农村教育面广量

大，教育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各级各类人才的培养和整个教育

事业的发展，关系到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农村学校作为遍布

乡村的基层公共服务机构，在培养学生的同时，还承担着面

向广大农民传播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和

创业能力的重要任务。发展农村教育，使广大农民群众及其

子女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是实现教育公平和体现社会

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

3.我国在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

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以下

简称“两基”）的历史性任务，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得到了很大发

展，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丰

富的人才资源。但是，我国农村教育整体薄弱的状况还没有

得到根本扭转，城乡教育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教育为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亟待加强。在新的形势下，要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一

手抓发展，一手抓改革，促进农村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更好地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二、加快推进“两基”攻坚，巩固提高普及义

务教育的成果和质量

4.力争用五年时间完成西部地区“两基”攻坚任务。

目前，西部地区仍有372 个县没有实现“两基”目标。这些

县主要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两基”攻坚任务

十分艰巨。到2007 年，西部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下

简称“普九”）人口覆盖率要达到 85% 以上，青壮年文盲率

降到5% 以下。完成这项任务，对于推进扶贫开发、促进民

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要将“两基”攻坚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一项重要任

务，摆在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

制定工作规划，设立专项经费，精心组织实施，并每年督促

检查一次，确保目标实现。要以加强中小学校舍和初中寄宿

制学校建设、扩大初中学校招生规模、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推进现代远程教育、扶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重点，周密部

署，狠抓落实。中央继续安排专项经费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

育工程，安排中央资金对“两基”攻坚进行重点支持。中央

和地方新增扶贫资金要支持贫困乡村发展教育事业。中部地

区没有实现“两基”目标的县也要集中力量打好攻坚战。大

力提高女童和残疾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普及水平。

5.已经实现“两基”目标的地区特别是中部和西部地

区，要巩固成果、提高质量。各级政府要切实做好“两基”

巩固提高的规划和部署。继续推进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努

力改善办学条件，重点加强农村初中和边远山区、少数民族

地区寄宿制学校建设，改善学校卫生设施和学生食宿条件，

提高实验仪器设备和图书的装备水平。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根据农村实际加快课程改革步伐。提高教师和校长队伍素

质，全面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努力降低农村初中辍学费，提

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形成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的机制。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要实现高水平、高质量“普

九”目标。经过不懈努力，力争 2010 年在全国实现全面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目标。

6.发展农村高中阶段教育和幼儿教育。今后五年，经

济发达地区的农村要努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其他地区的农

村要加快发展高中阶段教育。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初中后

教育。国家继续安排资金，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一批基础较

好的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扩

大优质教育资源。地方各级政府要重视并扶持农村幼儿教育

的发展，充分利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富余的教育资源发

展幼儿教育。鼓励发展民办高中阶段教育和幼儿教育。

7.建立和完善教育对口支援制度。继续实施“东部地

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和“大中城市学校

对口支援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地区学校工程”，建

立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县（市、区）对口支援西部地区

贫困县、大中城市对口支援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县

的制度。进一步加大中央对民族自治地区农村教育的扶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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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继续办好内地西藏中学（班）和新疆班。

三、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深化农村教育改革

8.农村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增强办学的针对

性和实用性，满足农村群众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必须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农村实际，注重受教育者思想品德、

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的培养；必须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和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充分发挥

农村学校的综合功能，提高办学效益。

9.积极推进农村中小学课程和教学改革。农村中小学

教育内容的选择、教科书的编写和教学活动的开展，在实现

国家规定基础教育基本要求时，要紧密联系农村实际，突出

农村特色。在农村初、高中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内容，继续

开展“绿色证书”教育，并积极创造条件或利用职业学校的

资源，开设以实用技术为主的课程，鼓励学生在获得毕业证

书的同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

10.以就业为导向，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要实行多

样、灵活、开放的办学模式，把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社会

服务、技术推广结合起来，加强实践教学和就业能力的培

养。在开展学历教育的同时，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

训，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

转移。实行灵活的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方便学生工学交

替、半工半读、城乡分段和职前职后分段完成学业。在整合

现有资源的基础上，重点建设好地（市）、县级骨干示范职

业学校和培训机构。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和吸引外资举办职

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和投资多元化。

11.以农民培训为重点开展农村成人教育，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普遍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每年培训农民

超过1 亿人次。积极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每年培训

2 000万人次以上，使他们初步掌握在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

必需的技能，并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培训证书。要坚持培

训与市场挂钩，鼓励和支持“定单”培养，先培训后输出。

逐步形成政府扶持、用人单位出资、培训机构减免经费、农

民适当分担的投入机制。继续发挥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各种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机构的重要作

用。农村中小学可一校挂两牌，日校办夜校，积极开展农民

文化技术教育和培训，成为乡村基层开展文化、科技和教育

活动的重要基地。

12.加强农村学校劳动实践场所建设。农村学校劳动实

践场所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行“农科教结合”

和“三教统筹”的有效载体。地方政府要根据农村学校课程

改革的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农业示范场所、科技推广基地等

多种资源，鼓励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专兼职

指导教师，指导和支持农村学校积极开展各种劳动实践和勤

工俭学活动。政府有关部门和乡、村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有关

规定，提供少量土地作为学校劳动实践和勤工俭学场所，具

体实施办法由教育部会同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制定。

13.高等学校、科研机构要充分发挥在推进“农科教结

合”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建立定点联系县、参与组建科研生

产联合体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转让技术成果等方式，积

极开发和推广农业实用技术和科研成果；支持乡镇企业的技

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帮助农村职业学校和中小学培养师

资。

14.加大城市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和服务，促进城市和农

村教育协调发展。城市各级政府要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

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城市职业学校要扩大面向农村的招生规模，到

2007 年争取年招生规模达到 350 万人。城市各类职业学校

和培训机构要积极开展进城务工就业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

要积极推进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职业学校多种形式的合

作办学，不断扩大对口招生规模。城市和东部地区要对农村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适当减免学费并为学生就业提供帮助，

促进农村新增劳动力转移。各大中城市要充分发挥教育资源

的优势，加大对农村教育的帮助和服务。

四、落实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管理体制

的要求，加大投入，完善经费保障机制

15.明确各级政府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农村

税费改革以后，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有力保障了农村义

务教育管理体制的调整。当前，关键是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

大投入，共同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基本需求。落实“在国务

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简称

“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县级政府要切实担

负起对本地教育发展规划、经费安排使用、校长和教师人事

等方面进行统筹管理的责任。中央、省和地（市）级政府要

通过增加转移支付，增强财政困难县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能

力。特别是省级政府要切实均衡本行政区域内各县财力，逐

县核定并加大对财政困难县的转移支付力度；县级政府要增

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全额纳入预算，

依法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专题报告，并接受其监

督和检查。乡镇政府要积极筹措资金，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

条件。

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

村的要求。在税费改革中，确保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不低于改革前的水平并力争有所提高。在确保农村义务教育

投入的同时，也要增加对职业教育、农民培训和扫盲教育的

经费投入。

16.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保障机制。根据

农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和国家有关工资标准的规定，省级人

民政府要统筹安排，确保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

放，进一步落实省长（主席、市长）负责制。安排使用中央

下达的工资性转移支付资金，省、地（市）不得留用，全部

补助到县，主要补助经过努力仍有困难的县用于工资发放，

在年初将资金指标下达到县。各地要抓紧清理补发历年拖欠

的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本《决定》发布后，国务院办公

厅将对发生新欠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的情况按省（自治

区、直辖市）予以通报。

17.建立健全农村中小学校舍维护、改造和建设保障机

制。要认真组织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消除现存危

房。建立完善校舍定期勘察、鉴定工作制度。地方政府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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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改造和建设农村中小学校舍纳入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

设施建设规划，把所需经费纳入政府预算。要认真落实《国

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

[2003] 12 号）中关于“省级财政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从

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中，每年安排一定资金用于

学校危房改造，确保师生安全”的规定。中央继续对中西部

困难地区中小学校舍改造给予支持。农村“普九”欠债问

题，要在化解乡村债务时，通盘考虑解决。债权单位和个人

不得因追索债务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18.确保农村中小学校公用经费。省级政府要本着实事

求是的原则，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维持学校正常

运转的基本支出需要，年内完成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基

本标准、杂费标准以及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制定

和修订工作，并报财政部和教育部备案。杂费收入要全部用

于学校公用经费开支。县级政府要按照省级政府制定的标准

拨付公用经费，对实行“一费制”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和财力确有困难的县，省、地（市）政府对其公用经费缺

口要予以补足。公用经费基本标准要根据农村义务教育发展

的需要和财政能力逐步提高。同时，要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

力度，对违反规定乱收费和挪用挤占中小学经费的行为要严

肃查处。

五、建立健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制度，

保障农村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19.目前，我国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少年儿童接受

义务教育迫切需要得到关心和资助。要在已有助学办法的基

础上，建立和健全扶持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

的助学制度。到2007 年，争取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享受到“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

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努力做到不让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

失学。

20.中央财政继续设立中小学助学金，重点扶持中西部

农村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逐步扩大免费发放教科书

的范围。各级政府设立专项资金，逐步帮助学校免除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杂费，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提供必要的生

活补助。

21.要广泛动员和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

捐资助学。进一步落实对捐资助学单位和个人的税收优惠政

策，对纳税人通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农村义务

教育的捐赠，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充分发挥社会团

体在捐资助学中的作用。鼓励“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

继续做好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工作。中央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对捐资助学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

励。

六、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大力

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22.加强农村中小学编制管理。要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抓紧落实编制核定工作。在核定编

制时，应充分考虑农村中小学区域广、生源分散、教学点较

多等特点，保证这些地区教学编制的基本需求。所有地区都

必须坚决清理并归还被占用的教职工编制，对各类在编不在

岗的人员要限期与学校脱离关系。建立年度编制报告制度和

定期调整制度。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和实施职业学校和成人

学校的教职工编制标准。

23.依法执行教师资格制度，全面推行教师聘任制。严

格掌握教师资格认定条件，严禁聘用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

担任教师。拓宽教师来源渠道，逐步提高新聘教师的学历层

次。教师聘任实行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

任、科学考核、合同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制定

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指导做好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定岗、定

员和分流工作。积极探索建立教师资格定期考核考试制度。

要将师德修养和教育教学工作实绩作为选聘教师和确定教师

专业技术职务的主要依据。坚持依法从严治教，加强教师队

伍管理，对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严重失职的人员，坚决

清除出教师队伍。

24.严格掌握校长任职条件，积极推行校长聘任制。农

村中小学校长必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较强的组

织管理能力和较高的业务水平。校长应具有中级以上教师职

务，一般有5 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经历。坚持把公开选拔、

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作为选拔任用校长的主要方式。切实扩

大民主，保障教职工对校长选拔任用工作的参与和监督，并

努力提高社区和学生家长的参与程度。校长实行任期制，对

考核不合格或严重失职、渎职者，应及时予以解聘或撤职。

25.积极引导鼓励教师和其他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到乡

村中小学任教。各地要落实国家规定的对农村地区、边远地

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津贴、补贴。建立城镇中小学教师

到乡村任教服务期制度。城镇中小学教师晋升高级教师职

务，应有在乡村中小学任教一年以上的经历。适当提高乡村

中小学中、高级教师职务岗位比例。地（市）、县教育行政

部门要建立区域内城乡“校对校”教师定期交流制度。增加

选派东部地区教师到西部地区任教、西部地区教师到东部地

区接受培训的数量。国家继续组织实施大学毕业生支援农村

教育志愿者计划。

26.加强农村教师和校长的教育培训工作。构建农村教

师终身教育体系，实施“农村教师素质提高工程”，开展以

新课程、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为重点的新一轮教师全员

培训和继续教育。坚持农村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和定期

提高培训制度。切实保障教师和校长培训经费投入。

七、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促进

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效益

27.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要按照“总体规

划、先行试点、重点突破、分步实施”的原则推进。在

2003年继续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争取用五年左右时间，使

农村初中基本具备计算机教室，农村小学基本具备卫星教学

收视点，农村小学教学点具备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和成套教学

光盘。工程投入要以地方为主，多渠道筹集经费，中央对中

西部地区给予适当扶持。

28.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要着力于教育

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要与农村各类教育发展规划和中小学布

局调整相结合；与课程改革、加强学校管理、教师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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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与“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农村党员干部教

育相结合。

29.加快开发农村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制定农村教育教

学资源建设规划，加快开发和制作符合课程改革精神，适应

不同地区、不同要求的农村教育教学资源和课程资源。国家

重点支持开发制作针对中西部农村地区需要的同步课堂、教

学资源光盘和卫星数据广播资源。建立农村现代远程教育资

源征集、遴选、认证制度。

八、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和支

持农村教育事业

30.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农村教育工作领导责

任制，把农村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抓紧抓

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本地农村教育发展和

改革的规划，精心组织实施；加强统筹协调，及时研究解决

突出问题，尤其要保障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倾听广大教师

和农民群众的呼声，主动为农村教育办实事；坚持依法行

政，认真执行教育法律法规，维护师生的合法权益，狠抓农

村教育各项政策的落实。

31.推进农村教育改革试验，努力探索农村教育改革新

路子。各地要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胆破除束缚农村教育发展的思想观

念和体制障碍，在农村办学体制、运行机制、教育结构和教

学内容与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探索。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都要选择若干个县作为改革试验区；各地

（市）、县都要选择1～2 个乡镇和若干所学校作为改革试验

点。要通过改革试验，推出一批有效服务“三农”的办学新

典型；创造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教育规

律、具有农村特色的教育新经验。

32.农业、科技、教育等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密

切配合，共同推进“农科教结合”。为形成政府统筹、分工

协作、齐抓共管的有效工作机制，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建

立“农科教结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33.加强对农村教育的督查工作。要重点督查“以县为

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保工资、保安全、保运

转”目标的落实情况，以及“两基”攻坚和巩固提高工作的

进展情况。建立对县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的督导评估机制，

并将督导评估的结果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和进

行表彰奖励或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

34.广泛动员国家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和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农村教育的发展。发挥新闻媒

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宣传农村优秀教师的先进模范事

迹。数百万农村教师辛勤耕耘在农村教育工作第一线，为我

国教育事业发展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

长期工作在“老、少、边、穷”地区的乡村教师，克服困

难，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

重。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定期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

农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予以表彰奖励，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

教、关心支持农村教育的良好氛围。

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通知

（2003 年9 月28 日  国发〔2003〕23 号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

已于2003 年 8月 27 日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

过，将于2004 年7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与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行政许可法的公布施行，对于保护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保

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都有重要意义。保证

行政许可法全面、正确地实施，并以此促进各级人民政府和

政府各部门严格依法行政，是各级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职

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对行政许可法的实施

要高度重视，切实做好相关工作。为此，特通知如下：

一、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

依法行政的高度充分认识行政许可法的重要意义，

认真学习、准确理解、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

行政许可法是继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

之后又一部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重要法律。其所确立的行政

许可设定制度、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行政许可的统一

办理制度、行政许可实施程序制度、行政机关对被许可人的

监督检查制度、实施行政许可的责任制度等等，都是对现行

行政许可制度的规范和重大改革，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和推进依法行政，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各

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实践“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认真学习贯彻这部法律。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都要对学习、宣传、贯彻行政许可法作

出具体部署，狠抓落实。要广泛利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宣传

这部法律，让人民群众了解这部法律。要按照学用结合的原

则，进一步加强对实施行政许可人员的培训，使其准确理解和

熟练掌握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

各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要在本级政府或者本部门的统一领导

下，具体组织好本地区、本部门的学习、宣传、培训工作。

二、抓紧做好有关行政许可规定的清理工作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现行不少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

都要依照行政许可法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各地区、各部门要

抓紧清理现行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对与行政许可法规定不

一致的，要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对确需制定法律、法规的，

要抓紧依法上升为法律、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对因行政管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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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必须实施行政许可又一时不能制定行政法规的，应当报国

务院发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

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需要在本行政区域内停止实施行政法

规设定的有关经济事务的行政许可的，应当及时提出意见，报

国务院批准。各地区、各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负责行政许可规

定的清理工作，清理工作要在2004 年 7 月 1 日前全部完成，

并向社会公布清理结果。凡与行政许可法不一致的有关行政

许可的规定，自行政许可法施行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

三、依法清理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加强队伍

建设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行政许可原则上只能由行政机

关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不得行使

行政许可权；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明确规定，行政机

关不得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

许可，应当确定一个机构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统一送达

行政许可决定。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规

定，抓紧清理现行各类实施行政许可的机构，凡是行政机关

内设机构以自己名义实施行政许可的，或者法律、法规以外

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授权组织实施行政许可的，或者没有法

律、法规、规章依据行政机关自行委托实施行政许可的，都

要予以纠正。对清理后确定保留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或者组

织的名单，应当向社会公布。各地区、各部门要以贯彻实施

行政许可法为契机，把建设高效、廉洁的行政执法队伍作为

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的重要工作来抓，切实抓出成效。要通过

采取加强法制教育、职业教育，规范工作程序，完善责任制

度等各种有效措施，提高实施行政许可人员的素质，不断增

强其工作责任心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四、改革实施行政许可的体制和机制

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实施行政许可的主体制度和程序制

度，其中许多是对现行行政许可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创新。各

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都要严格执行这些制度，并结合实

际，建立健全有关制度，改革行政管理方式，提高办事效

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提

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对由

地方人民政府两个以上部门依法分别实施行政许可的，本级

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尽量实行统一办理、联

合办理、集中办理。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地方人民政

府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支持统一办理、联合办理、集中办

理行政许可。要认真执行听证制度，依法确定听证的具体范

围，明确主持听证的人员，制定听证规则；要完善有关听取

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制度，便于申请人、利害关系人陈述

和申辩。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执行有关通过招标、拍卖等

公平竞争方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规定，能够招标、拍卖

的，都要进行招标、拍卖。

五、加强对行政许可的监督工作

行政许可法强化了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制

度，并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及

其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各地区、各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将

这些规定落到实处。要建立健全有关行政许可的规范性文

件、重大行政许可决定的备案制度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对违法和不当的行政许可决定的申诉、检举制度和行政许

可统计制度等，及时发现、纠正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行为。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实施行政许可的监

督检查。要把是否依法设定行政许可、是否依法受理行政许

可申请、是否依法审查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是否依法收取

费用、是否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等情况作为重点内容进行检

查，发现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要坚决予以纠正；应当追究

法律责任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要确定机构，具体组织、承担对行

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工作。

六、为实施行政许可的正常工作提供必要的保

障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所需经

费应当列入本行政机关的预算。本级财政部门要给予经费保

障，防止将行政机关的预算经费与实施行政许可收取费用挂

钩。要坚决杜绝出现行政机关通过实施行政许可违法收取费

用以解决办公经费、人员福利等问题。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

可违法收取费用，或者不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截留、

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实施行政许可收取的费用的，要依

法严肃处理，首先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和负责人的责任。

七、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加强政府

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

行政”，这对政府法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各级政府

和政府各部门都要充分认识做好新时期政府法制工作的重要

性，把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摆到政府工作

的重要位置，列入重要议程。当前，要通过实施行政许可

法，进一步加强政府立法工作、执法工作和执法监督工作，

切实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需要清理完善行政许可有关制

度，规范行政机关行政许可行为，强化对实施行政许可的监

督。这些工作的法律性、专业性很强，需要有一个熟悉法律

和行政管理又相对比较超脱的机构具体办理。政府和政府部

门的法制工作机构在这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都要适应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要求，采

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解决法制工作机构在机构、人

员、经费方面的困难，充分发挥其协助本级政府或者本部门

领导办理法制事项的参谋、助手作用。法制工作机构也要加

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提高自身的素质，积极履行

好政府和部门领导在依法行政方面的法律顾问的职责。

各地区、各部门接到本通知后，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

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落实。对行政许可法实施中的有关

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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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

（2003 年10 月13 日  国发〔2003〕24 号发布）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促进外贸体制改革，保持

外贸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决定，对现行出口退税机

制进行改革。

一、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是国际通行做法，符合世贸组织规

则。我国从1985 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1994 年财税体

制改革以后继续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出口退税政策的实

施，对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增加就

业，保证国际收支平衡，增加国家外汇储备，促进国民经济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现行的出口退税机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

题，主要是出口退税机制不利于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出口退

税结构不能适应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

不尽合理，出口退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等。这些问题的存

在使出口退税资金无法及时得到保证，导致欠退税问题十分

严重，而且呈现逐年增长的势头，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

以解决，势必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和外贸发展，给财政金融运

行带来隐患，损害政府的形象和信誉。从改革机制入手抓紧

解决出口欠退税问题已迫在眉睫。

二、改革出口退税机制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

（一）改革的指导思想

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

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历史上欠退税款由中央财政负责偿

还，确保改革后不再发生新欠，同时建立中央、地方共同负担

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推动外贸体制深化改革，优化出口产品结

构，提高出口效益，促进外贸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改革的具体内容

1.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本着“适度、稳妥、可行”

的原则，区别不同产品调整退税率：对国家鼓励出口产品不

降或少降，对一般性出口产品适当降低，对国家限制出口产

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多降或取消退税。调整退税率的详细产

品目录，由财政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税务总局制

定，报国务院审批后发布。

2.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的支持力度。从 2003 年

起，中央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增量首先用于出口退

税。
3.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从

2004 年起，以 2003 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基数

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负担。

4.推进外贸体制改革，调整出口产品结构。通过完善

法律保障机制等，加快推进生产企业自营出口，积极引导外

贸出口代理制发展，降低出口成本，进一步提升我国商品的

国际竞争力。同时，结合调整出口退税率，促进出口产品结

构优化，提高出口整体效益。

5.累计欠退税由中央财政负担。对截至2003 年底累计

欠企业的出口退税款和按增值税分享体制影响地方的财政收

入，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其中，对欠企业的出口退税款，

中央财政从2004 年起采取全额贴息等办法予以解决。

三、做好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各项工作

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体制改革和管理制度创

新，关系外贸和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各地区、各部门要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财政、商务（外经贸）、税务、海关、外

汇等部门要从大局出发，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按职能分工，

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各项工作。改革方案

出台后，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加强对改革

工作的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密切跟踪改革方案的实施情

况，加强调查研究，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

解决办法，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对违反出口退税机制改革

统一规定的行为，要追究相关地区和部门的责任。

国务院关于明确中央与地方所得税

收入分享比例的通知

（2003 年11 月13 日  国发〔2003〕26 号发布）

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实施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

分配关系得到了进一步规范，中央增加了对地方的一般性转

移支付，地区间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减缓，改革初步达

到了预期目标。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深化改革，国务

院决定，从2004 年起，中央与地方所得税收入分享比例继

续按照中央分享60 % ，地方分享 40% 执行。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完善财政分配体制，为促进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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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2003 年12 月31 日  中发〔2004〕1 号发布）

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2003 年各地区各部门按照

中央的要求，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抵御住了突

如其来非典疫情的严重冲击，克服了多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的严重影响，实现了农业结构稳步调整，农村经济稳步发

展，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农村社会继续

保持稳定。

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

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

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

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

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

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

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全党

必须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

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

刻变化的现实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

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农产品市场约束日益增强、农民收入

来源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促进农民增收必须有新思路，采

取综合性措施，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

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

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

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一、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

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

（一）加强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当前种粮效益低、

主产区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尤为突出，必须采取切实有力的

措施，尽快加以解决。抓住了种粮农民的增收问题，就抓住

了农民增收的重点；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抓住了粮

食生产的根本；保护和提高了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就稳

住了全国粮食的大局。从 2004 年起，国家将实施优质粮食

产业工程，选择一部分有基础、有潜力的粮食大县和国有农

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国家优质专用粮食基地。要着力支持

主产区特别是中部粮食产区重点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基

本农田。扩大沃土工程实施规模，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加强

大宗粮食作物良种繁育、病虫害防治工程建设，强化技术集

成能力，优先支持主产区推广一批有重大影响的优良品种和

先进适用技术。围绕农田基本建设，加快中小型水利设施建

设，扩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提高排涝和抗旱能力。提高农

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民个人、农场职工、农机专业户和直接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一

定补贴。

（二）支持主产区进行粮食转化和加工。主产区要立足

粮食优势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发展区域经济，并按照市场需

求，把粮食产业做大做强。充分利用主产区丰富的饲料资

源，积极发展农区畜牧业，通过小额贷款、贴息补助、提供

保险服务等形式，支持农民和企业购买优良畜禽、繁育良

种，通过发展养殖业带动粮食增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

求，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合理布局，扶持主产区发展以粮食为

主要原料的农产品加工业，重点是发展精深加工。国家通过

技改贷款贴息、投资参股、税收政策等措施，支持主产区建

立和改造一批大型农产品加工、种子营销和农业科技型企

业。

（三）增加对粮食主产区的投入。现有农业固定资产投

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土地复垦基金等要相对集中使用，

向主产区倾斜。继续增加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新增部分主要

用于主产区。为切实支持粮食主产区振兴经济、促进农民增

收，要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渠道。从 2004 年起，确定一定比

例的国有土地出让金，用于支持农业土地开发，建设高标准

基本农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也

要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进一步密切产销区的关系。粮食

销区的经营主体到产区建立粮食生产基地、仓储设施和加工

企业，应享受国家对主产区的有关扶持政策。产区粮食企业

到销区建立仓储、加工等设施，开拓粮食市场，销区政府应

予以支持并实行必要的优惠政策。

二、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挖掘农业内部增

收潜力

（四）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近几年，农业结

构调整迈出较大步伐，方向正确，成效明显，要坚定不移地

继续推进。要在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按

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走精细化、集约

化、产业化的道路，向农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不断开

拓农业增效增收的空间。要加快实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

划，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继续调整农业区域布局。农

产品市场和加工布局、技术推广和质量安全检验等服务体系

的建设，都要着眼和有利于促进优势产业带的形成。2004

年要增加资金规模，在小麦、大豆等粮食优势产区扩大良种

补贴范围。进一步加强农业标准化工作，深入开展农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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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示范区建设。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的检验检测、安全监测

及质量认证体系，推行农产品原产地标记制度，开展农业投

入品强制性产品认证试点，扩大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

机食品等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

设，实施重点区域动物疫病应急防治工程，鼓励乡村建立畜

禽养殖小区，2004 年要启动兽医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加快

实行法定检验和商业检验分开的制度，对法定检验要减少项

目并给予财政补贴，对商业检验要控制收费标准并加强监

管。
（五）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各级财政要安排支持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

投入。对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的技改贷款，可给予财政贴

息。对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培训、营销服务，以及研发引进

新品种新技术、开展基地建设和污染治理等，可给予财政补

助。创造条件，完善农产品加工的增值税政策。对新办的中

小型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要加强创业扶持和服务。不管哪种

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龙头企业，只要能带动农户，与农民建

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给农民带来实惠，都要在财政、

税收、金融等方面一视同仁地给予支持。

（六）加强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要围绕增强我国农业

科技的创新能力、储备能力和转化能力，改革农业科技体

制，较大幅度地增加预算内农业科研投入。继续安排引进国

外先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资金。增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支持已有科研成果的中试和大面积示范推广。引导和推动企

业成为农业技术创新主体，允许各类农业企业和民营农业科

技组织申请使用国家有关农业科技的研发、引进和推广等资

金。深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加快形成国家推广机构和

其他所有制推广组织共同发展、优势互补的农业技术推广体

系。积极发挥农业科技示范场、科技园区、龙头企业和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作用。建立与农业产业带

相适应的跨区域、专业性的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组织。支

持农业大中专院校参与农业技术的研究、推广。

三、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七）推进乡镇企业改革和调整。发展乡镇企业是充分

利用农村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拓展农

村内部就业空间的重要途径。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产业结

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调整乡镇企业发展战略和发

展模式，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体制和机制创新，重点发展农

产品加工业、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大对规模以上乡

镇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促进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优化

升级。引导农村集体企业改制成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混合

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乡镇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农

村中小企业对增加农民就业作用明显，只要符合安全生产标

准和环境保护要求，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都应当允许其

存在和发展。有关部门要根据乡镇企业发展的新形势新情

况，加强调查研究，尽快制定促进乡镇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指

导性意见。

（八）大力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法律法

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农村个

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都可以进入。要在税收、投融资、资源

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对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给予

支持。对合法经营的农村流动性小商小贩，除国家另有规定

外，免于工商登记和收取有关税费。

（九）繁荣小城镇经济。小城镇建设要同壮大县域经济、

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移民搬迁结合起来，

引导更多的农民进入小城镇，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人口聚

集、市场扩大的良性互动机制，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

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要继续支持小城镇

建设，引导金融机构按市场经济规律支持小城镇发展。重点

渔区渔港、林区和垦区场部建设要与小城镇发展结合起来。

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村庄建设与环境整治。

四、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

入

（十）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清理和取

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

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

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

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城

市政府要切实把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

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已经落

实的要完善政策，没有落实的要加快落实。对及时兑现进城

就业农民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解决子女入学等问题，国家

已有明确政策，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采取更得力的措施，明

确牵头部门，落实管理责任，加强督促检查。健全有关法律

法规，依法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各项权益。推进大中城市户

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

（十一）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是提高

农民就业能力、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

作，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好。要根据市

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基本

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实行定向培训，提高培训的针

对性和适用性。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

积极性，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

业技能培训。各级财政都要安排专门用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的资金。为提高培训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培训效果，应由农民

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政府对接受培训

的农民给予一定的补贴和资助。要防止和纠正各种强制农民

参加有偿培训和职业资格鉴定的错误做法。

五、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

（十二）培育农产品营销主体。鼓励发展各类农产品专

业合作组织、购销大户和农民经纪人。积极推进有关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的立法工作。从 2004 年起，中央和地方要安排

专门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开展信息、技术、培训、

质量标准与认证、市场营销等服务。有关金融机构支持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兴办仓储设施和加工企

业、购置农产品运销设备，财政可适当给予贴息。深化供销

社改革，发挥其带动农民进入市场的作用。加快发展农产品

连锁、超市、配送经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城市农贸市场

改建成超市，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到城市开办农产品超市，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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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把网络延伸到城市社区。进一步加强产地和销地批发市场

建设，创造条件发展现代物流业。加强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管

理，有关部门要保证货源充足、价格基本稳定，严厉打击制

售假冒伪劣农资等坑农伤农行为。支持鲜活农产品运销，在

全国建立高效率的绿色通道，各地要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改善

农产品的流通环境。

（十三）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要进一步完善促进我

国优势农产品出口的政策措施。外贸发展基金要向促进农

产品出口倾斜，主要用于支持企业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开

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认证等，扶持出口生产基地。鼓励和

引导农产品出口加工企业进入出口加工贸易区。抓紧启动园

艺产品非疫区建设。完善农产品出口政策性信用保险制度。

有关部门要密切跟踪监测和及时通报国内外市场供需、政策

法规和疫病疫情、检验检疫标准等动态，为农产品出口企业

提供信息服务。加强对外谈判交涉，签订我国与重点市场国

家和地区的双边检验检疫和优惠贸易协定，为我国农产品出

口创造有利环境。适应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新形势，加快建立

健全禽肉、蔬菜、水果等重点出口农产品的行业和商品协

会。

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

条件

（十四）继续增加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加强

农业基础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一步调整国民收

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各级政府要依法安排并落实对

农业和农村的预算支出，严格执行预算，建立健全财政支农

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按照统一规划、明确分工、统筹安排

的要求，整合现有各项支农投资，集中财力，突出重点，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积极运用税收、贴息、补助等多种经济杠

杆，鼓励和引导各种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和农村。各地区和有

关部门要切实把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作为工作重点，落实好新

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规定，

今后每年要对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十五）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固

定资产投资用于农业和农村的比例要保持稳定，并逐步提

高。适当调整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结构，增加支持农业结构

调整和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节水灌溉、人畜饮

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草场围栏等“六小工

程”，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带动农民就业、增加农民

收入发挥着积极作用，要进一步增加投资规模，充实建设内

容，扩大建设范围。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开展雨

水集蓄、河渠整治、牧区水利、小流域治理、改水改厕和秸

秆气化等各种小型设施建设。创新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继续搞好生态建设，对天然林保

护、退耕还林还草和湿地保护等生态工程，要统筹安排，因

地制宜，巩固成果，注重实效。

七、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

保障

（十六）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各级政府要切实落实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

的原则，严格遵守对非农占地的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严格

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

地，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完善土地征用程

序和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改进分配办法，妥善安置失

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积极探索集体非农建设用

地进入市场的途径和办法。

（十七）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2004 年开始，国家

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有

关部门要抓紧清理和修改不利于粮食自由流通的政策法规。

加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步伐，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完善

粮食现货和期货市场，严禁地区封锁，搞好产销区协作，优

化储备布局，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当前，粮食主

产区要注意发挥国有及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的主渠道作

用。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

2004 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主产

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其他地区也要对本省（区、市）粮

食主产县（市）的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要本着调动农民

种粮积极性的原则，制定便于操作和监督的实施办法，确保

补贴资金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中。

（十八）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要巩固和发展税费改

革的成果，进一步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为最终实现城乡税

制的统一创造条件。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 年农业税

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

税。降低税率后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沿海发达地区原则上

由自己消化，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

支付解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

征农业税。各地要严格按照减税比例调减到户，真正让农民

得到实惠；确保各级转移支付资金专款专用，及时足额下拨

到位。要据实核减合法征占耕地而减少的计税面积。要加快

推进配套改革，继续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防止农民负担

反弹，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和财政

供养人员，积极稳妥地调整乡镇建制，有条件的可实行并

村，提倡干部交叉任职。优化农村学校布局和教师队伍。进

一步清理和规范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巩固治理利用职权发

行报刊的成果。积极探索化解乡村债务的有效途径。尽快制

定农业税的征管办法。

（十九）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要从农村实际和农

民需要出发，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

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建立

金融机构对农村社区服务的机制，明确县域内各金融机构为

“三农”服务的义务。扩大农村贷款利率浮动幅度。进一步

完善邮政储蓄的有关政策，加大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力度，缓

解农村资金外流。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

务方式，拓宽信贷资金支农渠道。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

行要调整职能，合理分工，扩大对农业、农村的服务范围。

要总结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经验，创造条件，在全国逐步推

开。继续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

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

所有制的金融组织。有关部门要针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

实际情况，研究提出多种担保办法，探索实行动产抵押、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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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质押、权益质押等担保形式。鼓励政府出资的各类信用担

保机构积极拓展符合农村特点的担保业务，有条件的地方可

设立农业担保机构，鼓励现有商业性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

业务。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

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

予一定的保费补贴。

八、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解决农村贫困人

口和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

（二十）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各经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

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强化扶贫工作责任制，提高扶贫成效。

2004 年国家继续增加扶贫资金投入。要在认真总结经验、

切实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对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进一

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切实做到扶贫到村到户。对

丧失劳动能力的特困人口，要实行社会救济，适当提高救济

标准。对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要积极稳妥地

进行生态移民和易地扶贫。对低收入贫困人口，要着力帮助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开辟增收渠道，减少和

防止返贫。健全扶贫投入机制，加强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

益，所有扶贫资金的使用都要实行公示、公告和报账制度，

严格监督和审计，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真正使贫困户受

益。
（二十一）认真安排好灾区和困难农户的生产生活。

2003 年不少地方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些农民生产生

活遇到严重困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组织干

部深入灾区和贫困地区，摸底排查，核实灾情，及时把救济

款物发放到户，按规定减免有关税费，组织和引导灾区群众

开展生产自救。有条件的地方要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落实好农垦企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

九、加强党对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的领导，确保

各项增收政策落到实处

（二十二）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重视

农业的基础地位，始终重视严格保护耕地和保护、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始终重视维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

益，始终重视增加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的收入。对“三农”

问题，不仅分管领导要直接抓，而且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

地、县两级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要树

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事关全

局的大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落实各项增收措施，为农民增收出主

意、想办法、办实事、多服务，力戒浮夸和做表面文章，把

增加农民收入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要加强对

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增强宗旨意识和法制、政策观念，增

进与农民群众的感情，提高他们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自觉性

和本领。各行各业都要树立全局观念，为农民增收贡献力

量，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农民增收的良好氛围。要激发广大

农民群众艰苦创业的积极性，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通过辛

勤劳动走上富裕之路。同时，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加

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做好

农村其他各项工作，为农民增收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智力

支持和安定的社会环境。

做好新阶段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意

义重大，任重道远。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实践“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信心，奋力开拓，扎实工作，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

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04 年1 月31 日  国发〔2004〕3 号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国

发〔1992〕68号）下发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资本市场初具规模，市场基础设施不断改善，

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健全，市场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已经成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有企业、金融

市场改革和发展，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

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积极推进资本

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意义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对我国实现

本世纪头 20 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地发挥资

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将社会资金有效转化为长期投

资。二是有利于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改组，加快非

国有经济发展。三是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完善金融市

场结构，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维护金融安全。

我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逐步发展起

来的。由于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的局限，资本

市场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制约了市场功能

的有效发挥。这些问题是资本市场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只

有在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战略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资本市场发

展作出了部署，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指明了

方向。要认清形势，抓住机遇，转变观念，大力发展资本市

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创造和培育良好的投资环境，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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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资本市场在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结

构调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的作用，为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二、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指导

思想和任务

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

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

则和“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方针，坚持服务于国民

经济全局，实现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坚持依法治市，保护

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坚持资本市场改

革的市场化取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坚持改革的力

度、发展的速度与市场可承受程度的统一，处理好改革、发

展、稳定的关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处

理好加快资本市场发展与防范市场风险的关系；坚持循序渐

进，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任务是：以扩大直

接融资、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目标，建设透明高效、结构合理、机制

健全、功能完善、运行安全的资本市场。要围绕这一目标，

建立有利于各类企业筹集资金、满足多种投资需求和富有效

率的资本市场体系；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产品创新机制，形

成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并举、股票融资与债券融资相协调的

资本市场产品结构；培育诚实守信、运作规范、治理机制健

全的上市公司和市场中介群体，强化市场主体约束和优胜劣

汰机制；健全职责定位明确、风险控制有效、协调配合到位

的市场监管体制，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三、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促进资本市场稳定

发展

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需要相应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各部门

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为资本市场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完善证券发行上市核准制度。健全有利于各类优质企业

平等利用资本市场的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重视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要采取切实措施，改变部分上

市公司重上市、轻转制、重筹资、轻回报的状况，提高上市公司的

整体质量，为投资者提供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增加财富的机会。

鼓励合规资金入市。继续大力发展证券投资基金。支持

保险资金以多种方式直接投资资本市场，逐步提高社会保障

基金、企业补充养老基金、商业保险资金等投入资本市场的

资金比例。要培养一批诚信、守法、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使

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为主的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

主导力量。

拓宽证券公司融资渠道。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或发行债券筹集长期资金。完善证券公司质押

贷款及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办法，制定证券公司收购兼

并和证券承销业务贷款的审核标准，在健全风险控制机制的

前提下，为证券公司使用贷款融通资金创造有利条件。稳步

开展基金管理公司融资试点。

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规范上市公司非流通股份

的转让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稳步解决目前上市公司股

份中尚不能上市流通股份的流通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要

尊重市场规律，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

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完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研究制定鼓励社会公众投资的

税收政策，完善证券、期货公司的流转税和所得税征收管理

办法，对具备条件的证券、期货公司实行所得税集中征管。

四、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证券投资品种

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在统筹考虑资本市场合理布

局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满足不同类型企业融资需

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研究提出相应的证券发行上市条

件并建立配套的公司选择机制。继续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

逐步改善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结构。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

设，完善风险投资机制，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积极探索

和完善统一监管下的股份转让制度。

积极稳妥发展债券市场。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鼓

励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筹集资金，改变债券融

资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丰富债券市场品种，促进资本市场

协调发展。制定和完善公司债券发行、交易、信息披露、信

用评级等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资产抵押、信用担保等偿债保

障机制。逐步建立集中监管、统一互联的债券市场。

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推

出为大宗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发现价格和套期保值功能

的商品期货品种。

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品种创新机制。研究开发与股票和

债券相关的新品种及其衍生产品。加大风险较低的固定收益

类证券产品的开发力度，为投资者提供储蓄替代型证券投资

品种。积极探索并开发资产证券化品种。

五、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进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证券市场投资价

值的源泉。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要把股东利益最大

化和不断提高盈利水平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进一

步完善股票发行管理体制，推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支

持竞争力强、运作规范、效益良好的公司发行上市，从源头

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鼓励已上市公司进行以市场为主导

的、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的并购重组。进一步完善再融资政

策，支持优质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做优做强。

规范上市公司运作。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按照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真正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

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强化董事和高管人员的诚

信责任，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规范控股股东行为，对

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控股股东进行责任追究。强

化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责任，切实保证信息披

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建立健全上市公司

高管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

完善市场退出机制。要采取有效措施，结合多层次市场

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在实现上市公司优胜

劣汰的同时，建立对退市公司高管人员失职的责任追究机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制，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六、促进资本市场中介服务机构规范发展，提

高执业水平

把证券、期货公司建设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

根据审慎监管原则，健全证券、期货公司的市场准入制度。督

促证券、期货公司完善治理结构，规范其股东行为，强化董事会

和经理人员的诚信责任。改革证券、期货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

理制度，研究健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机制。严禁挪用客户

资产，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证券、期货公司要完善内控

机制，加强对分支机构的集中统一管理。完善以净资本为核心

的风险监控指标体系，督促证券、期货公司实施稳健的财务政

策。鼓励证券、期货公司通过兼并重组、优化整合做优做强。

建立健全证券、期货公司市场退出机制。

加强对其他中介服务机构的管理。规范发展证券期货投资

咨询机构、证券资信评级机构，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和资产评估机构的管理，提高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

七、加强法制和诚信建设，提高资本市场监管

水平

健全资本市场法规体系，加强诚信建设。按照大力发展

资本市场的总体部署，健全有利于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和投资

者权益保护的法规体系。要清理阻碍市场发展的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政策性文件，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创建良好的法制环境。要按照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信用体

系的要求，制定资本市场诚信准则，维护诚信秩序，对严重违

法违规、严重失信的机构和个人坚决实施市场禁入措施。

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资本市场监管、按照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和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提高执法人员

的自身素质和执法水平。树立与时俱进的监管理念，建立健

全与资本市场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监管方式，完善监管手段，

提高监管效率。进一步充实监管力量，整合监管资源，培养

一支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过硬的监管队伍。通过实施有效的

市场监管，努力提高市场的公正性、透明度和效率，降低市

场系统风险，保障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发挥行业自律和舆论监督作用。要发挥证券期货交易

所、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期货业协会、律师、会计师、资产

评估等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作用。要引导和加强新闻媒体对

证券期货市场的宣传和监督。

八、加强协调配合，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

营造良好的资本市场发展环境。资本市场的风险防范关

系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各地区、各部

门都要关心和支持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在出台涉及资本市

场的政策措施时，要充分考虑资本市场的敏感性、复杂性和

特殊性，并建立信息共享、沟通便捷、职责明确的协调配合

机制，为市场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共同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履行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

及时纠正发起人虚假出资、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

司资产的行为；各地区和有关主管部门要依法加强对退市公

司的管理，确保退市工作平稳顺利。对有重大经营风险必须

退出资本市场或采取其他行政处置措施的证券、期货公司，地

方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公安、司法等部门，要加强协

调配合，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做

好风险处置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建立应对资本市场突

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和防范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

严厉打击证券期货市场违法活动。各地区要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关精神，严格禁止本

地区非法发行证券、非法设立证券期货经营机构、非法代理

证券期货买卖、非法或变相设立证券期货交易场所及其他证

券期货违法活动。财政、公安、审计、工商等政府部门和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要加强协调配合，加大打击力度，维护

资本市场秩序。

九、认真总结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

严格履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关于证券服务业对外开放的

承诺。鼓励具备条件的境外证券机构参股证券公司和基金管

理公司，继续试行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

积极利用境外资本市场。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支

持符合条件的内地企业到境外发行证券并上市。支持符合条

件的内地机构和人员到境外从事与资本市场投资相关的服务

业务和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认真研究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

制度。

加强交流与合作。落实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合作安

排。进一步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及境外证券监管机构的联系

与合作。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和战略出发

作出的重要决策，各地区、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树立全局

观念，充分认识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坚定信心、抓住机

遇、开拓创新，共同为资本市场发展创造条件，积极推动我

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宏伟目标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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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

（2004 年3 月22 日  国发〔2004〕10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现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确立了

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规定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

施，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政策文

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部门都要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的高度，充分认识《纲要》的重大意义，切实抓紧做好《纲

要》的贯彻执行工作。一是认真学习、大力宣传《纲要》的

基本精神、主要内容。二是认真组织制订落实《纲要》的具

体办法和配套措施，确定不同阶段的重点，做到五年有规

划、年度有安排，确保《纲要》得到全面正确执行。三是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加强领导，切实

担负起贯彻执行《纲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的

责任，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四是加强对贯彻执行《纲

要》的监督检查，对贯彻执行不力的，要严肃纪律，追究责

任。五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部门的法制机构要以高度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做好综合协调、督促指导、政策研究

和情况交流工作，为本级政府和本部门贯彻执行《纲要》、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的作

用。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部门要及时总结贯彻执行《纲

要》、推进依法行政的经验、做法，贯彻执行中的有关情况

和问题要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附件：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为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

中全会精神，坚持执政为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

政府，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实施纲要。

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绩。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

本方略，1999 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其载入宪法。作

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也取得了明显进展。

1999 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的决定》（国发〔1999〕23 号），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

加强制度建设，严格行政执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依法办

事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

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

法行政”。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以及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相比，依法行政还存在不少

差距，主要是：行政管理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

求还不适应，依法行政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制度建设反映

客观规律不够，难以全面、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行政决策程

序和机制不够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

有发生，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机

制不够健全，一些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有

效的制止或者纠正，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得

不到及时救济；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还比

较淡薄，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形象，妨碍了

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解决这些问题，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必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

设法治政府。

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2.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执政为民，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管理效

能，降低管理成本，创新管理方式，增强管理透明度，推进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

3.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目标。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

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

标：

——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

关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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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比较明确。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

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权责明确、行为

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基本建立。

——提出法律议案、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

程序，充分反映客观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保

障。
——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

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得

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经济社会秩序

得到有效维护。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

——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

本形成，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政府提供的

信息全面、准确、及时，制定的政策、发布的决定相对稳

定，行政管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诚信。

——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

制基本形成，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

——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权力主体利益彻

底脱钩。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基本完善，政府的层级监督和

专门监督明显加强，行政监督效能显著提高。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

观念明显提高，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基本

形成；依法行政的能力明显增强，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

济、文化和社会事务，能够依法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三、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

4.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把维护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维护宪法权

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

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

设；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

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开拓创新与循序渐进的统一，既

要体现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类推

进；必须把坚持依法行政与提高行政效率统一起来，做到既

严格依法办事，又积极履行职责。

5.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合法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合理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

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

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

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

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程序正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国家秘

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

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要严格遵循法定程

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

权和救济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管理相对

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

——高效便民。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

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

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诚实守信。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

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

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

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

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

予以补偿。

——权责统一。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事

务管理职责，要由法律、法规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手段。行政

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

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

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四、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6.依法界定和规范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的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实行政府公共

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能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

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

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

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要加强对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的

引导和规范。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运用

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保证市

场监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打破部门保护、地区封锁和行业

垄断，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进

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

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

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完善政府的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

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不受侵

犯；完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

公共服务意识，简化公共服务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逐

步建立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

7.合理划分和依法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

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核定人员编制，实现政府职责、机

构和编制的法定化。加强政府对所属部门职能争议的协调。

8.完善依法行政的财政保障机制。完善集中统一的公

共财政体制，逐步实现规范的部门预算，统筹安排和规范使

用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

性收费等政府非税收入；完善和规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工资

和津补贴制度，逐步解决同一地区不同行政机关相同职级工

作人员收入差距较大的矛盾；行政机关不得设立任何形式的

“小金库”；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行政事业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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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罚没收入必须全部上缴财政，严禁以各种形式返还；行政

经费统一由财政纳入预算予以保障，并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9.改革行政管理方式。要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

减少行政许可项目，规范行政许可行为，改革行政许可方

式。要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

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施管理；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

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进政府

上网工程的建设和运用，扩大政府网上办公的范围；政府部

门之间应当尽快做到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提高政府办事效

率，降低管理成本，创新管理方式，方便人民群众。

10.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

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外，行政机关应当公开政府

信息。对公开的政府信息，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应当为

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五、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11.健全行政决策机制。科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政

府各部门的行政决策权，完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建立健全

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

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12.完善行政决策程序。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事

项、依据和结果要公开，公众有权查阅。涉及全国或者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

应当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社会涉及面

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

布，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

意见。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

13.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机关

应当确定机构和人员，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与反

馈，并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要加强对决策活动的监

督，完善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和机制，明确监督主体、监督

内容、监督对象、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要按照“谁决策、

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

和决策责任相统一。

六、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14.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提出法律议案和地方性法规

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重

在提高质量。要遵循并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紧紧围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密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的重

大决策，体现、推动和保障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法律保

障；要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

程序进行。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内容要具体、

明确，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切实解决问题；内在逻辑要严

密，语言要规范、简洁、准确。

15.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科学

合理制定政府立法工作计划。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立法工作，

统筹考虑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和对

外开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继续加强有关经济调节、市场

监管方面的立法的同时，更加重视有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

方面的立法。要把握立法规律和立法时机，正确处理好政府

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做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统一，立法

进程与改革进程相适应。

16.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

参与程度。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三结

合，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起草法律、法规、规章和

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草案，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

听取意见。重大或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草案，要采取

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或者向社会公布草案等方式向社会

听取意见，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要积极探索建立对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的说明制度。

行政法规、规章和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通过后，

应当在政府公报、普遍发行的报刊和政府网站上公布。政府

公报应当便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

17.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

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还要

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

18.建立和完善行政法规、规章修改、废止的工作制度

和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定期清理制度。要适应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适时

对现行行政法规、规章进行修改或者废止，切实解决法律规

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规章、规范性文件施行后，制定机

关、实施机关应当定期对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实施机关应

当将评估意见报告制定机关；制定机关要定期对规章、规范

性文件进行清理。

七、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行政程序建设，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19.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

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继续开展相对

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

综合执法试点。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

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

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

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20.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行政机关

作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的行政决定之前，

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并给予其陈述和申

辩的机会；作出行政决定后，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

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重大事项，

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

当组织听证。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应当在行政决定

中说明理由。要切实解决行政机关违法行使权力侵犯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21.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行政机关应当建立有

关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的案卷。对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关监督检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

文书应当立卷归档。

22.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由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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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

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的合法委托，不得行使行政执法

权；要清理、确认并向社会公告行政执法主体；实行行政执

法人员资格制度，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

作。
23.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依法界定执法职责，科学设

定执法岗位，规范执法程序。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评

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或者错案责任追究制，评议考核应当听

取公众的意见。要积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

八、积极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

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24.积极探索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路子。要大力开

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对矛盾纠

纷要依法妥善解决。对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调处的民事纠

纷，行政机关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及时予以处理。要积极探索解决民事纠纷的新机

制。

25.充分发挥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对民事纠

纷，经行政机关调解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制作调解

书；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救

济权利和渠道。要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积极支持居民委员会

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人民调解工作。

26.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通过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要完

善信访制度，及时办理信访事项，切实保障信访人、举报人

的权利和人身安全。任何行政机关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或

者借口压制、限制人民群众信访和举报，不得打击报复信访

和举报人员，不得将信访、举报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

送给被举报人。对可以通过复议、诉讼等法律程序解决的信

访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告知信访人、举报人申请复议、提起

诉讼的权利，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九、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

为的监督

27.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

作、接受质询，依法向有关人大常委会备案行政法规、规

章；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其对政府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

28.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实

施的监督。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应当积极

出庭应诉、答辩。对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的行政判决和

裁定，行政机关应当自觉履行。

29.加强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应当依法报送备案。对报送备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政

府法制机构应当依法严格审查，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

有错必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提出

异议的，制定机关或者实施机关应当依法及时研究处理。

30.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加强行政复议工作。对符合

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必须依法受理；审理行政复议案

件，要重依据、重证据、重程序，公正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坚决纠正违法、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要完善行政复议工作制度，积极探索提

高行政复议工作质量的新方式、新举措。对事实清楚、争议

不大的行政复议案件，要探索建立简易程序解决行政争议。

加强行政复议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素

质。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对依法应当受理而不受理

行政复议申请，应当撤销、变更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而不撤销、变更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不在法定期限

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以及违反行政复议法的其他规定的，应

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1.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要按照国家

赔偿法实施行政赔偿。严格执行《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

关于赔偿费用核拨的规定，依法从财政支取赔偿费用，保障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得赔偿。要探索在行政赔偿程

序中引入听证、协商和和解制度。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

32.创新层级监督新机制，强化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

政机关的监督。上级行政机关要建立健全经常性的监督制

度，探索层级监督的新方式，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具体行政

行为的监督。

33.加强专门监督。各级行政机关要积极配合监察、审

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工作，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

机关的监督决定。拒不履行监督决定的，要依法追究有关机

关和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要切

实履行职责，依法独立开展专门监督。监察、审计等专门监

督机关要与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及时通报情况，形成监督合

力。

34.强化社会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要依法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权利，拓

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机制，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

监督创造条件。要完善群众举报违法行为的制度。要高度重

视新闻舆论监督，对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认真调查、核

实，并依法及时作出处理。

十、不断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

念和能力

35.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各级人民政

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和掌握宪法、法律和

法规的规定，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提高依法

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把依法行政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各个环

节，列入各级人民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内容。要实行领

导干部的学法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对领导干部进行依法行

政知识培训。积极探索对领导干部任职前实行法律知识考试

的制度。

36.建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增强法律意识，

提高法律素质，强化依法行政知识培训。要采取自学与集中

培训相结合、以自学为主的方式，组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

习通用法律知识以及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专门法律知识。

37.建立和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

度。要把依法行政情况作为考核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重要内

容，完善考核制度，制定具体的措施和办法。

38.积极营造全社会尊法守法、依法维权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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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取各种形式，加强普法和法制宣传，增强全社会尊重法

律、遵守法律的观念和意识，积极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逐步形成与建设法治政府相适应的良

好社会氛围。

十一、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切实加强对推进

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

39.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

要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

法行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真正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运作的

基本准则。各地方、各部门的行政首长作为本地方、本部门

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加强对推进依法行政工

作的领导，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

40.明确责任，严肃纪律。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

要结合本地方、本部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制定落实本

纲要的具体办法和配套措施，确定不同阶段的重点，有计

划、分步骤地推进依法行政，做到五年有规划、年度有安

排，将本纲要的规定落到实处。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

级行政机关贯彻本纲要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贯彻落实本纲要

不力的，要严肃纪律，予以通报，并追究有关人员相应的责

任。

41.定期报告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情况。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定期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推

进依法行政的情况；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

部门要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的情况。

42.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充分发挥政府法制机

构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作用。全面推进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涉及面广、难度大、要求高，需

要一支政治强、作风硬、业务精的政府法制工作队伍，协助

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领导做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各

项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切实加强政府法制机

构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

谋、助手和法律顾问的作用，并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必要的

条件。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

（2003 年 8 月18 日  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03〕74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

属机构：

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意见》已经

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

关于全面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意见

（财政部  2003 年 8 月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

法》）已于2003 年1 月 1 日起施行。为确保《政府采购法》

顺利实施，促进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

革，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稳步推进政府采购制度

改革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是财政支出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对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支持国内企业发展，从源头上防止

和治理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政府采购制度

改革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些

地区和部门对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还存在观望态度，干预具体

采购活动的现象时有发生，采购行为不够规范透明，采购程

序不够科学严密，管理体制尚不健全，采购管理人员和执行

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等。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地区、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切实负起责任，狠抓落

实。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树立依法采购观念，发挥政府采购

制度作用。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

到制度创新和观念转变，与管理规范化紧密相关，必须结合

实际，研究制订相关管理办法和工作程序，做到既规范采

购，又体现效率，确保《政府采购法》的顺利实施。

二、积极采取措施，突出重点，逐步扩大政府

采购规模

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制订政府集中采购

目录和政府采购限额标准，逐步扩大政府采购实施范围，保

证政府采购规模逐年增长。要全面编制政府采购预算，通过

细化财政资金采购项目和编制年度政府集中采购计划，加强

政府采购的计划性。已经实行部门预算改革的，要将政府采

购预算纳入部门预算统一编制；没有实行部门预算改革的，

要单独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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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推行政府采购资金财政直接支付办法，扩大直接

支付规模。对单位分散采购活动，也要加强管理和监督。当

前，应当通过政府采购，重点支持我国办公软件、计算机和

汽车行业的发展，增强国内企业竞争实力和发展后劲。

三、做好管理与执行机构分设工作，加快政府

采购管理体制的建设

政府采购管理职能与执行职能分离，机构分别设置，是

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的客观要求。要科学界定监督管理职能和

执行职能。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要切实做好政府采购的政

策制定、预算编制、资金支付、信息管理、聘用专家管理、

供应商投诉处理、集中采购机构业绩考核和政府采购管理人

员培训等监督管理工作。集中采购机构要接受委托，认真组

织实施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的项目采购，制订集中采购操作

规程，负责集中采购业务人员的培训。要建立管理机构与集

中采购机构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管理机构不得进入采购市

场参与商业交易活动；集中采购机构作为执行机构，要严格

执行有关政策，确保政府采购活动公开、公平、公正、高

效。

要重点抓好集中采购机构的设置，充分发挥集中采购机

构在全面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中的重要作用。要按照法律

规定和工作需要，独立设置与行政部门没有隶属关系和利益

关系的集中采购机构。对已经设立的集中采购机构，要通过

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监管机制，进一步规范管理。对不设置

集中采购机构的，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提高政府采购资金

效益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目前隶属于行政部门的集中采购机

构，应于2003 年年底以前与所属部门分离。

四、继续抓好制度建设，推进政府采购工作规

范化管理

各地区、各部门要把加强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在国务院公布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前，各地区、各部门

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根据工作需要，制订配套的规章

制度或过渡性办法，以指导和规范政府采购活动。现行规章

制度中与《政府采购法》原则不相符的，要予以废止或修

订。财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法律要求，组织力量尽快

研究起草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报国务院，并相应制订政府采

购合同规范文本及有关货物和服务招投标、政府采购信息管

理、政府采购专家管理、供应商投诉和集中采购机构考核等

方面的管理办法。

要加大政府采购规范化管理力度。政府采购要坚持公开

透明、公平竞争和公正原则，将公开招标作为主要的采购方

式；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采购程序，做到规范采购与简便高效

相结合；建立科学、规范的政府采购聘用专家管理办法，做

到管理与使用适度分离；认真处理供应商投诉，促进供应商

投诉处理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要重视调查研究，解决政府

采购改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五、开展监督检查，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监督

体系

要建立以财政部门为主，监察、审计及其他有关部门共

同配合的有效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职能，强化对政府采购行为的约束，确保各项政策的落实，

防止和消除政府采购中的腐败现象及各种逃避政府集中采购

的行为，坚决克服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要重点抓好采

购范围、采购方式、采购程序和集中采购目录执行情况的监

督管理，切实做到严格执法。要协调好财政部门与其他政府

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形成综合管理与行业专业监督相结合

的协作机制。要强化政府采购透明度建设，开辟社会监督渠

道，发挥新闻媒介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

六、加强采购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管理水平

政府采购是一项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建立一支

高素质的专业化管理队伍是提高政府采购工作管理水平的重

要保证。地方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要制订政府采购执行人员

业务考核制度，提高政策水平、法律水平和专业水平，使政

府采购管理人员和执行人员全面、准确掌握政府采购制度的

各项规定，增强依法行政观念，从而建立一支德才兼备的政

府采购管理队伍。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开展

经常性助学活动意见的通知

（2003 年 9 月17 日  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03〕77 号发出）

教育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中直机关工委、中央国

家机关工委、国资委、银监会、财政部、铁道部、国务院扶

贫办、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

国残联《关于开展经常性助学活动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

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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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开展经常性助学活动的意见

（教育部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中直机关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国资委  银监会  财政部  铁道部  国务院扶贫办  总政治部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残联  2003 年 9 月 15 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

题。“十五”期间，国家加大投入，采取设立“国家义务教

育助学金”、试行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费为学生提

供教科书等措施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采

取了多种措施，社会各界也积极开展各种类型的助学活动，

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滞后，适龄

儿童少年不能入学或难以完成学业的情况还时有发生。为实

现并巩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成果，支持家庭经济困难的

学生完成学业，现就开展经常性助学活动提出如下意见：

一、开展经常性助学活动，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

学业，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深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具体措施。全面开展

经常性助学活动，有利于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增强民族凝聚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对于推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落实“以德治国”方略，培养学生

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思

想感情具有重要意义。

二、各级人民政府负有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特别是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要充分认识开展经常性助学活

动的重要意义，以“让孩子们都上学”为目标，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制定具体可行的政策，确保这项活动的正常开展。

地方各级政府要抓紧安排助学专项资金，用好中央财政设立

的中小学助学金。各级政府要为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

业单位和个人捐资助学或设立助学项目提供便利条件，欢迎

境外热心公益事业的组织和个人捐资助学。对纳税人通过非

营利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资金），

可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对捐资助学贡献较大的个人

或单位予以表彰。

三、经常性助学活动主要资助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优先资助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残疾学

生，适当兼顾其他困难学生。

四、经常性助学活动捐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受援学生

的书本费、杂费和寄宿学生的住宿费、伙食费以及非义务教

育阶段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的学费等开支。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的资助标准

并向社会公布。

五、动员全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经常性助学活动。充分

发挥各类基金会、“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安康计划”、

“山区女童助学计划”、“城乡少年手拉手助学活动”、“西部

开发助学工程”、“扶残助学活动”等社会公益项目在经常性

助学活动中的作用。要将实施“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

贫困地区学校工程”和“大中城市学校对口支援本省（区、

市）贫困地区学校工程”与经常性助学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在全社会动员开展多种多样的“一对一”助学活动，鼓励学

校、企业、社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高校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

位。

六、建立经常性助学活动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统筹协调

各种形式的助学活动项目，研究提出推进措施。经常性助学

活动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由教育行政部门承办。

七、切实加强经常性助学活动宣传工作。充分利用报

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及网络等新闻媒体宣传经常性助学活

动，积极鼓励新闻媒体免费播（刊）出有关经常性助学活动

的公益广告。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

（2003 年 9 月17 日  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03〕78 号发出）

教育部、中央编办、公安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劳

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

工作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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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

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教育部  中央编办  公安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劳动保障部

  2003 年9 月13 日）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

义务教育问题日益突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发〔2003〕19 号）精神，现就

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有关问题提

出如下意见：

一、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是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义务教育法》、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

转移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是各级政府的共同责任。各

级政府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认真扎实地做好这项工作。

二、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以下简称流入地政

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

公办中小学为主。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全日

制公办中小学要建立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使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受教育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

三、流入地政府要制定有关行政规章，协调有关方面，

切实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教育行

政部门要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纳入当地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范畴和重要工作内容，指导和督促中小

学认真做好接收就学和教育教学工作。公安部门要及时向教

育行政部门提供进城务工就业农民适龄子女的有关情况。发

展改革部门要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市社

会事业发展计划，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学校建设列

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财政部门要安排必要的保障经

费。机构编制部门要根据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的数

量，合理核定接收学校的教职工编制。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大

对《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国令第364号）贯彻落实情况的

监督检查力度，依法查处使用童工行为。价格主管部门要与

教育行政部门等制订有关收费标准并检查学校收费情况。城

市人民政府的社区派出机构负责动员、组织、督促本社区进

城务工就业农民依法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对未按规定送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父母或监护人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其尽

快送子女入学。

四、充分发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的接收主渠道作用。全

日制公办中小学要充分挖掘潜力，尽可能多地接收进城务工

就业农民子女就学。要针对这部分学生的实际，完善教学管

理办法，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在评优奖励、入队入团、课外

活动等方面，学校要做到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与城市学生

一视同仁。学校要加强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学生家庭联

系，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帮助他们克服

心理障碍，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五、建立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经费筹

措保障机制。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要对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

民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城市教育费附加中要安排一部

分经费，用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积极鼓

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捐款、捐物，资助家庭

困难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

六、采取措施，切实减轻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费

用负担。流入地政府要制订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

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

同仁。要根据学生家长务工就业不稳定、住所不固定的特

点，制订分期收取费用的办法。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

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

就业农民子女就学。对违规收费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要

及时予以查处。

七、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出地政府（以下简称流出地政

府）要积极配合流入地政府做好外出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

教育工作。流出地政府要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做好各项服务

工作，禁止在办理转学手续时向学生收取费用。建立并妥善

管理好外出学生的学籍档案。在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比较集中

的地区，流出地政府要派出有关人员了解情况，配合流入地

加强管理。外出务工就业农民子女返回原籍就学，当地教育

行政部门要指导并督促学校及时办理入学等有关手续，禁止

收取任何费用。

八、加强对以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为主的社会力

量所办学校的扶持和管理。各地要将这类学校纳入民办教育

管理范畴，尽快制订审批办法和设置标准，设立条件可酌情

放宽，但师资、安全、卫生等方面的要求不得降低。要对这

类学校进行清理登记，符合标准的要及时予以审批；达不到

标准和要求的要限期整改，到期仍达不到标准和要求的要予

以取消，并妥善安排好在校学生的就学。要加强对这类学校

的督导工作，规范其办学行为，促进其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的提高。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要对这类学校给

予关心和帮助，在办学场地、办学经费、师资培训、教育教

学等方面予以支持和指导。对办学成绩显著的要予以表彰。

九、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进城务工就

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良好氛围。地方各级政府要及时

总结工作经验，改进工作方法，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支持进

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要将保障进城务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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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作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媒体的作用，宣传各级政府及有关部

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工作规划、办法措施和实际工作中取得

的成绩和经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3 年9 月30 日  国办发〔2003〕85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今年新增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试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做了大量工作，试点工作陆续

展开，总体进展较为顺利，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目

前各地区农村税费改革进程还不平衡，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

问题，主要是：部分省份试点工作进展缓慢，基础工作还不

够扎实细致；执行政策不到位，顶风违纪收费现象时有发

生；基层领导力量薄弱，工作机构不健全；宣传工作不深

入，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改革政策缺乏必要的了解。上述问

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就会妨碍改革政策的落实，影响改革

的预期效果，甚至可能造成农民负担反弹，损害农民切身利

益，引发农村矛盾，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各地区、各部门要

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

见》（国发〔2003〕12 号）等文件精神，切实采取有效措

施，妥善处理各种矛盾，高质量、高标准地推进改革试点工

作，确保试点工作健康有序进行。经国务院同意，现将有关

问题通知如下：

一、坚持条件，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全面推

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为了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现在重申并强调，对目前基

础工作还不够扎实，全面试点的条件还不成熟，完成今年改

革各项任务确有难度的省份，不强求一律在年内全面推进，

可以继续进行局部试点，绝不能不顾条件仓促地全面实施。

开展全面试点的省份，必须充分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计

税数据测算、试点方案制订、改革政策宣传、各级干部培

训、配套改革文件制定等基础工作扎实；二是经过局部地区

试点，已经取得一定经验；三是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

些难点和重点问题，有行之有效的对策措施和解决办法；四

是有支持改革试点的必要财力；五是领导得力，部门分工明

确，有专门的工作机构，能够做到“三个确保”。

具备以上试点条件，并已经决定全面推开的省份，要适

当加快工作进度，突出抓紧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扎实做好各

项基础工作，据实核定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等计

税要素。切实履行充分征求农民意见、农民签字认可、张榜

公布的程序。不准虚增计税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严禁“暗

箱操作”防止搞“一刀切”。二是抓紧审批省级以下试点方

案，及时指导县（市）制订和完善试点方案，尽快将改革后

的农业税核定到村、落实到户。不得在改革政策落实到户之

前向农民收取屠宰税、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等税费；已预收的

地方，要无条件地如数退还给农民。三是进一步加大宣传培

训力度，真正把改革政策交给基层干部和农民。要采取多种

形式，抓紧培训各级干部，特别是让基层干部全面了解情

况，注意工作方法，改进工作作风，严格执行改革政策。应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改革政

策，重点加强“进村到户”的政策宣传工作，使每个农户有

政策“明白人”、有负担“监督卡”、有税费“明白账”，让

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理解改革，真心拥护改革，积极参与改

革。

二、对照检查，纠正偏差，不折不扣地把中央

政策落到实处

先行全面试点的地区，要对照中央有关政策加强对基层

改革试点工作的监督检查。坚决落实“三个不准”，即农业

税及其附加不准超过国家规定的税率上限，不准超范围、超

标准进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不准在农业税及其附加和

“一事一议”之外进行任何形式的摊派和收费。要重点督促

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严格按规定程序和要求进行，不

准将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变成农民的固定负担项目，

不准强行以资代劳。

各地区要坚决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四项制度”，即涉

农税收价格收费“公示制”、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收费

“一费制”、农村订阅报刊费用“限额制”、违反减轻农民负

担政策“责任追究制”。突出加强农村税费改革后经营服务

性收费的监督管理。农村灌溉用水、用电收费，应充分考虑

当地农业生产实际情况和农民承受能力，严格按照自愿和受

益原则，合理定价，据实计量收费，不准按田亩或人口摊

派，不准与农业税等税费混收。

各地区应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开展乡村道路、农

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事业建设。要按照量力而

行的原则，将有关投资项目列入各级人民政府年度投资计

划；在安排资金时打足预算，不留缺口，不得另搞配套要求

农民出资投劳。要坚决制止不顾实际盲目上项目、铺摊子的

错误做法，严防形成新的不良乡村债务。

三、加大力度，整体推进，积极搞好各项配套

改革

要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保证乡村组织的正常运转。

继续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按要求精简乡镇机构，采取有效措

施压缩财政供养人员、清退各类临时人员。要继续调整和完

善县、乡财政体制，在合理划分事权的基础上，按照“财力

下移、缺口上移”的要求，加大对基层改革转移支付力度，

建立健全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经费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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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的正常需要。要认真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

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

发〔2003〕19号），明确各级人民政府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

入的责任。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保障机制，保

证农村中小学校公用经费。

要规范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农业税征收管理。认真落实农

业税征收机关征税、协税员协税的农业税征收管理制度，推

行以定时、定点征收为主的农业税征管方式。规范完税凭证

的使用管理，做到一户一票，不准“打白条”或使用其他非

法票据。不准非专职征收人员直接收取农业税税款，严禁动

用警力或组织“小分队”强制收取农业税费。

四、规范分配，严格监督，确保农村税费改革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专款专用

中央财政对地方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已下达

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财政和有条件的市、县都

要安排一定资金支持改革试点。今年如不具备条件、没有进

行全面试点的地区，按规定不能享受上级转移支付资金补

助；已下拨补助的，上级财政在年终结算时要相应扣回。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制订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规范分配，严格监督，专项使用，严禁截留挪用。财

政、审计部门要安排专门力量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五、加强领导，严明纪律，确保改革试点工作

顺利推进

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工作

的一项重要任务。地方各级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责，切

实做到靠前指挥，加强领导和协调。要坚持一级抓一级，一

级对一级负责。省、市两级要重点做好改革方案的完善，解

决本地区试点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县、乡两

级要切实做好改革的具体组织和执行工作，保证改革政策的

落实。

建立健全农村税费改革信访制度，向社会公开政策咨询

和举报电话，保证信访渠道畅通。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符合

政策并具备条件的，要及时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要诚恳

客观地向农民作出解释，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对

上级批转的信访案（事）件，要认真查处并按期反馈结果，

不得敷衍搪塞。

在明确责任和部门分工的前提下，要完善工作机制，充

分发挥农村税费改革办事机构的指导和督促作用。国务院农

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要加强对全国试点工作的指导和检查。

对群众信访比较集中、反映问题比较突出的地方，要随时派

出工作组进行抽查；对违反改革政策的典型案件，要进行通

报。地方各级农村税费改革办事机构要落实工作责任，密切

跟踪改革动态；加强对基层落实改革政策的明查暗访，及时

查错纠偏。

在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过程中，对歪曲中央改革

政策，加重农民负担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对相关责任人进

行严肃处理。对违反改革政策，领导和协调不力，造成严重

后果的案（事）件，不但要追究县、乡主要领导的责任，还

要视情追究上一级政府主要领导的责任。对情节严重、影响

恶劣的案（事）件，要公开曝光；触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

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

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

（2003 年11 月30 日  国办发〔2003〕96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

制工作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附件：

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3 年 11 月 25 日）

党的十五大以来，各地认真贯彻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

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积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

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制的多种途

径，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前一阶段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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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改制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不够规范的现象，造成国有资产的

流失。国有企业改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出资

人、债权人、企业和职工等多方面的利益，既要积极探索，

又要规范有序。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国有经济布局结

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精神，保证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健

康、有序、规范地进行，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健全制度，规范运作

（一）批准制度。国有企业改制应采取重组、联合、兼

并、租赁、承包经营、合资、转让国有产权和股份制、股份

合作制等多种形式进行。国有企业改制，包括转让国有控

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或者通过增资扩股来提高非国有股的

比例等，必须制订改制方案。方案可由改制企业国有产权持

有单位制订，也可由其委托中介机构或者改制企业（向本企

业经营管理者转让国有产权的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除外）制

订。国有企业改制方案需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

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以下简称《条例》）和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的有关规定履行

决定或批准程序，未经决定或批准不得实施。国有企业改制

涉及财政、劳动保障等事项的，需预先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协调审批；涉

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审批事项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报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所出资企业

改制为国有股不控股或不参股的企业（以下简称非国有的企

业），改制方案需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

股权审批暂按现行规定办理，并由国资委会同证监会抓紧研

究提出完善意见。

（二）清产核资。国有企业改制，必须对企业各类资产、

负债进行全面认真的清查，做到账、卡、物、现金等齐全、准确、

一致。要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核实和界定

国有资本金及其权益，其中国有企业借贷资金形成的净资产

必须界定为国有产权。企业改制中涉及资产损失认定与处理

的，必须按有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改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和

财务负责人对清产核资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三）财务审计。国有企业改制，必须由直接持有该国有

产权的单位决定聘请具备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审

计。凡改制为非国有的企业，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企业

法定代表人进行离任审计。改制企业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向会

计师事务所或政府审计部门提供有关财务会计资料和文件，

不得妨碍其办理业务。任何人不得授意、指使、强令改制企业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提供虚假资料文件或违法办理会计事项。

（四）资产评估。国有企业改制，必须依照《国有资产

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91号）聘请具备资格的资产评

估事务所进行资产和土地使用权评估。国有控股企业进行资

产评估，要严格履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向非国有投

资者转让国有产权的，由直接持有该国有产权的单位决定聘

请资产评估事务所。企业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

商誉等无形资产必须纳入评估范围。评估结果由依照有关规

定批准国有企业改制和转让国有产权的单位核准。

（五）交易管理。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要进入产权

交易市场，不受地区、行业、出资和隶属关系的限制，并按

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公开信息，

竞价转让。具体转让方式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

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六）定价管理。向非国有投资者转让国有产权的底价，

或者以存量国有资产吸收非国有投资者投资时国有产权的折

股价格，由依照有关规定批准国有企业改制和转让国有产权

的单位决定。底价的确定主要依据资产评估的结果，同时要

考虑产权交易市场的供求状况、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职工

安置、引进先进技术等因素。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价格在不

低于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参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表

现合理定价。

（七）转让价款管理。转让国有产权的价款原则上应当

一次结清。一次结清确有困难的，经转让和受让双方协商，

并经依照有关规定批准国有企业改制和转让国有产权的单位

批准，可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分期付款时，首期付款不得

低于总价款的30% ，其余价款应当由受让方提供合法担保，

并在首期付款之日起一年内支付完毕。转让国有产权的价款

优先用于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职工的经济补偿金和移交社会保

障机构管理职工的社会保险费，以及偿还拖欠职工的债务和

企业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剩余价款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八）依法保护债权人利益。国有企业改制要征得债权

金融机构同意，保全金融债权，依法落实金融债务，维护其

他债权人的利益。要严格防止利用改制逃废金融债务，金融

债务未落实的企业不得进行改制。

（九）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国有企业改制方案和国有控

股企业改制为非国有的企业的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

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充分听取职工意见。其中，职工安置

方案需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改制。改制为非国有的企业，要按照有关政策处理好改制企

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改制企业拖欠职工的工资、医疗费和

挪用的职工住房公积金以及企业欠缴的社会保险费等要按有

关规定予以解决。改制后的企业要按照有关规定按时足额交

纳社会保险费，及时为职工接续养老、失业、医疗、工伤、

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险关系。

（十）管理层收购。向本企业经营管理者转让国有产权

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指导意见的各项要

求，并需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向本企业经营管理者

转让国有产权方案的制订，由直接持有该企业国有产权的单

位负责或其委托中介机构进行，经营管理者不得参与转让国

有产权的决策、财务审计、离任审计、清产核资、资产评

估、底价确定等重大事项，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经营管

理者筹集收购国有产权的资金，要执行《贷款通则》的有关

规定，不得向包括本企业在内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借款，

不得以这些企业的国有产权或实物资产作标的物为融资提供

保证、抵押、质押、贴现等。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经营业绩下

降负有责任的，不得参与收购本企业国有产权。

二、严格监督，追究责任

各级监察机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部

门，要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加大对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监

督检查力度。通过建立重要事项通报制度和重大案件报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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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和信箱等办法，及时发现和严

肃查处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违纪违法案件。对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机构工作人员、企业领导人员利用改制之机转移、侵占、

侵吞国有资产的，隐匿资产、提供虚假会计资料造成国有资

产流失的，营私舞弊、与买方串通低价转让国有产权的，严

重失职、违规操作、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要进行认真调

查处理。其中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造成国

有资产损失的，按照《条例》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赔

偿责任。对中介机构弄虚作假、提供虚假审计报告、故意压

低评估价格等违规违法行为，要加大惩处力度；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构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得再聘请该中介机构及

其责任人从事涉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中介活动。

为加快建设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体系，确保产权交易公

开、公平、公正，由法制办会同国资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

研究有关产权交易市场的法规和监管制度，各地依照法律法

规及有关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具体实施细则。

三、精心组织，加强领导

（一）全面准确理解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战略方针，

坚持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

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方针。国有企业改制要坚持国有经济控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

域，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在其他行业

和领域，国有企业通过重组改制、结构调整、深化改革、转

换机制，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

（二）在国有企业改制工作中，各地区要防止和纠正不

顾产权市场供求状况及其对价格形成的影响作用、不计转让

价格和收益，下指标、限时间、赶进度，集中成批向非国有

投资者转让国有产权的做法。防止和避免人为造成买方市

场、低价处置和贱卖国有资产的现象。

（三）国有企业改制要从企业实际出发，着眼于企业的

发展。要建立竞争机制，充分考虑投资者搞好企业的能力，

选择合格的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引入资金、技术、管

理、市场、人才等资源增量，推动企业制度创新、机制转

换、盘活资产、扭亏脱困和增加就业，促进企业加快发展。

（四）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要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全面

理解和正确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切实负起责任，

加强组织领导。要从实际出发，把握好改制工作的力度和节

奏。在国有企业改制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依法运作，规范

透明，落实责任。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要加强对下级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指导和监督，及时总结经验，发现

和纠正国有企业改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国有资产合理

流动和重组，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

的主导作用。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强和

规范评估行业管理意见的通知

（2003 年 12 月19 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办发〔2003〕101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评估行业管理的意见》已经国

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

关于加强和规范评估行业管理的意见

（财政部  2003 年 12 月10 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

机构的通知》（国办发〔1999〕92 号）精神，经深入调查研

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现就加强和规范评估行业管理问题，提

出如下意见。

一、评估行业的发展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评估行业得

到了快速发展。执业队伍不断扩大，各类评估执业准则和管

理制度不断完善，服务领域和对象不断拓宽，国际间评估业

务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截至到 2002 年底，全国共拥

有具备各类评估执业资格的人员近8 万人。评估中介服务已

成为企业改制、资产重组、中外合资与合作、产权交易，以

及出租、抵押、保险等重大经济活动的基础，为促进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不断发育和完善的过程 评

估中介服务作为特殊的新兴服务行业，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对各类专业评估管理缺乏统

一的法律基础。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出有关评估行业管理

的法律法规，对各类专业评估进行规范管理无法可依，对相

关政府部门、评估行业协会、评估中介机构以及评估师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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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缺乏必要和统一的法律约束。实际工作中，有关主管部

门只能通过制定一般规范性文件，对各自归口管理的专业评

估事务进行管理。

二是政府行政性管理和行业自律性管理不到位。有的部

门没有认真履行行政管理的职责，有的评估专业尚未建立行

业自律性组织。对评估机构及执业人员的执业资质、执业行

为和执业质量，缺乏有效的监管。

三是执业技术规范和职业道德标准建设滞后。目前我国

评估专业的执业技术标准和职业道德规范建设严重滞后，不

能满足评估业务发展的客观需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估行

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不同评估专业之间缺乏沟通、协调与合作。各类评

估专业之间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需要相互沟通、协调与合

作。但在实际工作中，各评估专业之间缺乏必要联系，影响

各类评估专业执业资质、执业资格和执业技术规范等制度建

设的协调发展。

二、规范评估行业管理的基本原则

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积极发展独立公正、规

范运作的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按市场化原则规范和发

展各类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的要求，以及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的有关精神，规范评估行业管理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科学设置评估专业资格种类，以适应不同评估业

务特点和执业资质的要求，满足市场的客观需求。

（二）明确政府职能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职责，建立规范的

评估行业管理机制，强化评估行业行政管理和行业自律管理。

（三）建立不同评估专业协会之间沟通、协调与合作机

制，推动整个评估行业的健康、协调发展。

三、加强和规范评估行业管理的具体措施

（一）严格评估专业资格设置管理

根据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设置

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土地估价师、矿业权

评估师、保险公估从业人员和旧机动车鉴定估价师等六类资

产评估专业资格。

（二）切实改进和加强评估行业行政和自律性管理

评估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三定”

规定规定的职能，以及国家有关加强评估中介服务管理的要

求，认真履行职责，切实改进和加强评估中介服务的行政管

理。认真做好制定评估行业管理的规章制度，监督评估机构

和从业人员的执业情况，指导和监督评估行业协会等工作。

评估行业协会要切实改进对评估机构及执业人员自律性

管理，拟定并组织实施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加强

各项自律性管理制度的建设，组织开展对评估机构和执业人

员执业质量的监督检查，大力推动评估行业诚信建设，建立

完善有效的行业自律性管理约束机制，对违反评估执业准则

和职业道德准则的机构和人员进行处罚。尚未成立评估师协

会的评估专业，有关主管部门要依据有关程序抓紧组建。

各类评估机构及评估执业人员，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依法从事评估业务。严格遵守评估

执业准则和各项行业自律性管理制度，诚信执业，客观、公

正地提供评估中介服务。

（三）建立评估行业协会联席会议制度，改进和加强各

评估协会之间的沟通、协调与合作

为了有利于各评估专业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促进我国

评估行业的协调发展，本着自愿的原则，由行业协会自主协

商，建立评估行业协会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主要负责研

究提出我国评估行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和建议，研究提出规

范评估执业人员执业行为的道德准则，协调各专业的评估执

业准则和执业规则，研究提出加强评估行业自律性管理的意

见和建议，参与评估行业法律法规的研究草拟工作等。

（四）抓紧研究制定《评估行业管理条例》

为依法规范评估行业的管理，促进我国评估行业的健康

发展，要在总结国内外评估行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抓紧研

究制定《评估行业管理条例》。《评估行业管理条例》应明确

评估师的权利、义务和承担的法律责任，明确评估中介机构

的资质要求和管理方式，明确行政主管部门对评估行业的管

理职责，以及评估行业协会的行业自律管理要求。

（五）组织开展一次评估中介机构及相关执业人员执业

质量的全面检查

2004 年6月底以前，各有关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评估行

业协会，对评估行业开展一次全面检查。检查的重点是评估

机构及评估执业人员的执业资质和执业质量，评估机构是否

彻底脱钩改制。对不具备执业资质条件，或有严重违反有关

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行为的，要依法取消其执业资格。

四、组织实施

各有关主管部门要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

上述意见要求，认真组织做好相关工作。2004 年 8 月底之

前，财政部要将有关整顿、规范和检查情况汇总后报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2004 年1 月13 日  国办发〔2004〕3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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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卫生部  民政部  财政部  农业部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人事部

  人口计生委  食品药品监管局  中医药局  扶贫办  2003 年 12 月 15 日）

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

决定》（中发〔2002〕13 号）和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

见》，积极组织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取得了初

步进展，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一些试点地区在实践中摸索出

一些有效的做法，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保证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试点工作顺利进行，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

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

为切实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对于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减轻医疗

负担，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建立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一定要从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出发，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精心组织，精心运作，务求扎实推进试点工作，为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二、明确试点工作的目标任务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

程，必须先行试点，逐步完善和推广。试点工作的主要目标

任务是，研究和探索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经济承受能

力、医疗服务供需状况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措施、运行

机制和监管方式，为全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供经

验。各地区在试点期间不要定指标，不要赶进度，不要盲目

追求试点数量，要注重试点质量，力争试点一个成功一个，

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各地区试点工作多是在2003 年下半

年开始启动的，为有充分时间扎实做好试点工作，2004 年

原则上不再扩大试点数量。

三、必须坚持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

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一定要坚持农民自愿参加

的原则，严禁硬性规定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指标、向乡村干

部搞任务包干摊派、强迫乡（镇）卫生院和乡村医生代缴以

及强迫农民贷款缴纳经费等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的错误做

法。各地区要加强督查，发现这些问题，必须及时严肃查

处，坚决予以纠正。

四、深入细致地做好对农民的宣传和引导工作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真正受到农民的拥护，是这项制

度不断发展的基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切实

做好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要深入了解和分析农民

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的疑虑和意见，有针对性地通过典

型事例进行具体、形象、生动的宣传，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的参加办法、参加人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报销和管理办法等宣

传到千家万户，使广大农民真正认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的意义和好处，树立互助共济意识，自觉自愿地参加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

五、切实加强组织管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试点地（市）人民政府要尽快

成立由卫生、财政、农业、民政、发展改革、审计、食品药

品监管、中医药、扶贫等部门组成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协调

领导小组，协调相关政策，加强工作指导和督查。合作医疗

协调领导小组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设办公室，负责有关具体

工作。卫生部成立专家技术指导组，重点做好吉林、浙江、

湖北、云南四省试点工作的跟踪指导、评估和全国省级业务

骨干人员培训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成立省级专

家技术指导组，指导试点县（市）的工作。

试点县（市）要成立县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

会，建立经办机构，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业务管理；在

乡（镇）可设立派出机构（人员）或委托有关机构管理。

县、乡经办机构的设立要坚持精简、高效的原则，合理配备

人员，保证工作需要，编制由县级人民政府从现有行政或事

业编制中调剂解决。经办机构的人员和工作经费列入同级年

度财政预算，予以保证，不得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提

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为试点县（市）开展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工作适当提供启动经费。

六、慎重选择试点县（市）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原则上由省级人民政府

确定，根据以下四个方面综合考虑：一是县（市）人民政府

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高度重视，积极主动地提出申请；二是县

（市）财政状况较好，农民有基本的支付能力；三是县（市）

卫生行政部门管理能力和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较强；四是

农村基层组织比较健全，领导有力，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积极性较高。暂不具备条件的县（市）先不要急于开展

试点，可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进。

七、认真开展基线调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组织有关专家，制订统一的基

线调查方案，重点对试点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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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构服务现状、农民疾病发生状况、就医用药及费用情

况、农民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意愿等进行摸底调查。

已正式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但尚未开展或未按

要求开展基线调查的试点县（市），要抓紧时间，尽快完成

这项工作，减少试点工作的盲目性。

八、合理确定筹资标准

要根据农民收入情况，合理确定个人缴费数额。原则上

农民个人每年每人缴费不低于 10 元，经济发达地区可在农

民自愿的基础上，根据农民收入水平及实际需要相应提高缴

费标准。要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本地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给予适当扶持，但集体出资部分不得向农民摊

派。中央财政对中西部除市区以外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

民平均每年每人补助10 元，中西部地区各级财政对参加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资助总额不低于每年每人 10 元，东

部地区各级财政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资助总额应

争取达到20 元。地方各级财政的负担比例可根据本地经济

状况确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民政部、卫生部、财

政部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制订实施细则，尽快建

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资助贫困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并对患大病的贫困农民提供一定医疗费用补助，对患特

种传染病的农民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助；要注意把建立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同扶贫和医疗救助等工作结合起来，共同推

进和发展。

九、进一步完善资金收缴方式

要改进农民个人缴费收缴方式，可在农民自愿参加并签

约承诺的前提下，由乡（镇）农税或财税部门一次性代收，

开具由省级财税部门统一印制的专用收据；也可采取其他符

合农民意愿的缴费方式。各地区应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

运作周期与财政年度一致起来。地方各级财政要在农民个人

缴费到位后，及时下拨补助资金，不得弄虚作假，套取上级

财政补助资金，一旦发现要严肃查处。

十、合理设置统筹基金与家庭账户

各试点县（市）要在坚持大病统筹为主的原则下，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方式，鼓励基层积

极创新。要积极探索以大额医疗费用统筹补助为主、兼顾小

额费用补助的方式，在建立大病统筹基金的同时，可建立家

庭账户。可用个人缴费的一部分建立家庭账户，由个人用于

支付门诊医疗费用；个人缴费的其余部分和各级财政补助资

金建立大病统筹基金，用于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大

额或住院医疗费用的报销。个人缴费划入家庭账户的比例，

由各地区合理确定。

十一、合理确定补助标准

各试点县（市）要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逐步调

整、保障适度的原则，在充分听取农民意见的基础上，根据

基线调查、筹资总额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农民就医可

能增加等情况，科学合理地确定大额或住院医疗费用补助的

起付线、封顶线和补助比例，并根据实际及时调整，既要防

止补助比例过高而透支，又不能因支付比例太低使基金沉淀

过多，影响农民受益。在基本条件相似、筹资水平等同的条

件下，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试点县（市）的起付

线、封顶线和补助比例差距不宜过大。各地区根据实际确定

门诊费用的报销比例，引导农民合理使用家庭账户。家庭账

户节余资金，可以结转到下一年度使用。

十二、探索手续简便的报账方式

农民在县（市）、乡（镇）、村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可先

由定点医疗机构初审并垫付规定费用，然后由定点医疗机构

定期到县（市）或乡（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核

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应及时审核支付定点医疗机

构的垫付资金，保证定点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转。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经办机构在审核诊疗项目和费用账目时，如发现定点

医疗机构有违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况，不

予核销，已发生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承担。农民经批准到县

（市）级以上医疗机构就医，可先自行垫付有关费用，再由

本县（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按相关规定及时审核

报销。

十三、严格资金管理，确保基金安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等部门要组织制订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办法和基金会计制度，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管好、用好基金，不得挤占挪用。一旦发现有挪

用或贪污浪费基金等行为的，要依法严处。省级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应采取统一招标方式，选择网点

覆盖面广、信誉好、服务质量高、提供优惠支持条件多的国

有商业银行作为试点县（市）基金代理银行。可由财政部门

在代理银行设立基金专用账户。所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

全部进入代理银行基金专户储存、管理。县（市）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经办机构负责审核汇总支付费用，交由财政部门审

核开具申请支付凭证，提交代理银行办理资金结算业务，直

接将资金转入医疗机构的银行账户。做到银行管钱不管账，

经办机构管账不管钱，实现基金收支分离，管用分开，封闭

运行。

十四、加强基金监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要定期向社会公布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基金的具体收支、使用情况，保证农民知情、参与

和监督的权利，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试点县（市）要把

基金收支和管理情况纳入当地审计部门的年度审计计划，定

期予以专项审计并公开审计结果；县（市）、乡（镇）人民

政府可根据本地实际，成立由相关部门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的农民代表共同组成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

定期检查、监督基金使用和管理情况；各行政村要把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支付情况作为村务公开的重要内容之一，至少每

季度张榜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

十五、努力改善农村卫生服务条件，提高服务

质量

各地区要将试点工作同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有机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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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力推进县（市）、乡（镇）、村三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

网的建设，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坚持预

防为主，做好农村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要积极推进

县、乡医疗卫生机构内部改革，推动乡（镇）卫生院上划县

级卫生行政部门管理的工作，实行全员聘用制。鼓励县、

乡、村卫生机构间的纵向合作，使县级医疗机构的技术服务

向乡（镇）延伸，乡（镇）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服务向村延

伸，同时鼓励发展民办医疗机构，让农民不出村、乡就能享

受到较好的卫生服务。要制定引导医学院校大学毕业生到农

村工作锻炼的政策，加大城市卫生支农工作力度，加强基层

卫生人员培训，多方面提高农村卫生人员素质。县级卫生行

政部门要合理确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制

订和完善诊疗规范，实行双向转诊制度，切实加强监管，严

格控制医疗收费标准，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向农民提供

合理、有效、质优、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乡（镇）、村医

疗卫生机构要转变观念，转变作风，立足于为民、便民、利

民，端正医德医风，严格执行诊疗规范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用药规定，深入到农民家庭开展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

千方百计为农民节约合作医疗经费，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

的效益。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和优势，积极运用中医药为农

民提供服务。

十六、加强农村药品质量和购销的监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加强农村药品质量的监管，严格药

品批发企业、零售企业标准，规范农村药品采购渠道，切实

加强对农村药品质量的监管力度，保证农民用药有效、安

全。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药店销售药

品的价格监督，严厉查处价格违法违规行为。卫生行政部门

要规范医疗卫生机构用药行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

行政部门要制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药物目录。推行农村

卫生机构药品集中采购，也可由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或乡

（镇）卫生院为村卫生室代购药品，严格控制农村医药费用

的不合理增长，减轻农民医药费用负担。关于加强药品质量

和购销监管的具体办法，由食品药品监管局商有关部门另行

制订。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

的领导，按照本指导意见提出的要求，加强调查研究和检查

指导，结合本地区试点工作实际，不断调整和完善试点方

案，扎扎实实地做好试点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国有企业办

中小学退休教师待遇问题的通知

（2004 年 1 月20 日  国办发〔2004〕9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加快国

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举措。企业

办中小学移交地方管理，是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近年来，分离企业办中小学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企业办中小学教师工资及退休

待遇执行的政策与地方政府办中小学不尽相同，造成大部分

国有企业中小学退休教师待遇偏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有关规定，为妥善解决上述问题，现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从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切实维护社会

稳定的大局出发，加快国有企业办中小学移交地方政府管理

的进度，理顺办学管理体制。

二、对已经移交地方政府管理的企业所办中小学，其退

休教师仍留在企业的，由企业按照《教师法》的有关规定，

对退休教师基本养老金加统筹外项目补助低于政府办中小学

同类人员退休金标准的，其差额部分由所在企业予以计发。

尚未移交地方政府管理的企业办中小学，其在职教师的

工资和退休教师的基本养老金加统筹外项目补助，低于政府

办中小学同类人员标准的，由企业按政府办中小学同类人员

标准计发。

企业上述支出，允许计入费用，在所得税前扣除。按政

府办中小学同类人员标准计发确有困难的亏损企业，同级财

政予以适当补助。中央亏损企业，由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

助。

上述规定自2004 年 1月 1 日起执行。

三、对各地已实施关闭破产的企业，其关闭破产前所办

中小学退休教师的待遇问题，由各地方政府研究解决。

四、今后在企业办中小学移交地方政府管理时，企业退

休教师一并移交。在职人员的移交要在核定的编制限额内进

行。移交后，退休教师退休金待遇按照当地政府办中小学同

类人员标准执行。中央管理企业所办中小学移交地方政府管

理后，由中央财政对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

五、解决国有企业办中小学退休教师待遇问题，情况复

杂，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

重视，加强领导，密切配合，狠抓落实。各地要从当地实际

情况出发，抓紧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工作方案，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认真实施，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将国有

企业办中小学退休教师的待遇问题妥善解决好，维护社会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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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扶持城镇

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优惠政策意见的通知

（2004 年1 月20 日  国办发〔2004〕10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保障

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关于扶持城镇退役士

兵自谋职业优惠政策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安置

城镇退役士兵的有效途径，对维护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促

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

义。制定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优惠政策，对促进安置工作

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确保自谋职业工作的

顺利开展是十分必要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以“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着眼于国防和军队

建设大局，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加强领导，精心组

织，周密安排。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相互支持，密切配

合，及时督促检查，认真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

题，落实好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的各项优惠政策。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通知规定制定

具体实施意见。

附件：

关于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优惠政策的意见

（民政部  教育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人事部  劳动保障部

  人民银行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2003 年 12 月 8 日）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国防和军队

建设，维护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

役法》和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有关政策规定，现就扶持城镇

退役士兵自谋职业的有关优惠政策提出如下意见：

一、享受优惠政策的资格

（一）符合城镇安置条件，并与安置地民政部门签订

《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协议书》，领取《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

证》的士官和义务兵，可以享受自谋职业优惠政策。

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凭《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

证》在户口所在地享受自谋职业优惠政策。

《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证》式样由民政部统一制定，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印制，安置地民政部门负责核发。

二、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

（二）各类就业培训和职业教育等机构，要根据劳动力

市场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为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

提供就业培训。对经过培训取得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的

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地民政部门要对个人所付培训费给予一

定的补助，所需经费由地方财政列入预算，中央财政对安置

任务重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

（三）各类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积极

为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提供职业介绍和指导服务。公共职

业介绍机构要为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提供档案管理及劳动

保障事务代理服务，并在一定期限内减免有关服务费用。

（四）用人单位在面向社会招聘员工时，同等条件下要

优先录用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

各级行政机关在考录公务员时，应允许符合报考条件的

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参加考试，服役期视为具有社会实

践的年限，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在两年内被行政机关或财政

补助的事业单位录用的，要将《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证》

交回民政部门，并退回发给的一次性经济补助金，不再享受

自谋职业优惠政策。

（五）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就业后，要按照国家和

当地政府有关规定，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等社会

保险，军龄视同社会保险缴费年限，并和实际缴费年限合并

计算，享受相应社会保险待遇。

安置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凭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核发的

《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证》，为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接续手续，及时建立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

社会保险个人账户。在服役期间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

险的个人账户储存额，并入新建立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

险个人账户。

三、成人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

（六）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报考成人高等学校的，

投档总分可增加 10 分，其中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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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档总分可增加20分。

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报考普通高等学校的，投档总

分可增加10分，其中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被大军区

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投档总分可增加20分。

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具有本科学历报考研究生的，

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予以复试或录取。

四、个体经营

（七）自谋职业城镇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除国家

限制的行业（包括建筑业、娱乐业以及广告业、桑拿、按

摩、网吧、氧吧等）外，自工商部门批准其经营之日起，凭

《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证》，3年内免交下列费用：

1.工商部门收取的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包括开业

登记、更更登记）、个体工商户管理费、集贸市场管理费、

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工本费。

2.卫生部门收取的民办医疗机构管理费。

3.劳动保障部门收取的劳动合同鉴证费。

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

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涉及个体经营的登记类和管理类收费项

目。
5.其他有关登记类、管理类的收费项目。

五、税 收

（八）为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就业而新办的服

务型企业（除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当年新

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达到职工总数 30 % 以上，并

与其签订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认

定，税务机关审核，3 年内免征营业税及其附证的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

上述企业当年新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不足职工

总数30% ，但与其签订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经县级

以上民政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3 年内可按计算的减征

比例减征企业所得税。减征比例= （企业当年新招用自谋职

业的城镇退役士兵 ÷企业职工总数 ×100% ） ×2。

（九）为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就业而新办的商

贸企业（从事批发、批零兼营以及其他非零售业务的商贸企

业除外），当年新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达到职工总

数30% 以上，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经县

级以上民政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3 年内免征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

上述企业当年新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不足职工

总数30% ，但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经县级

以上民政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3 年内可按计算的减征

比例减征企业所得税。减征比例= （企业当年新招用的自谋

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 ÷企业职工总数 ×100 % ） ×2。

（十）对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除建

筑业、娱乐业以及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

的，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 年内免征营业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十一）本意见所称新办企业是指本意见印发后新组建

的企业。原有的企业合并、分立、改制、改组、扩建、搬

迁、转产以及吸收新成员、改变领导或隶属关系、改变企业

名称的，不能视为新办企业。

本意见所称服务型企业是指从事现行营业税“服务业”

税目规定的经营活动的企业。

（十二）对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从事开发荒山、

荒地、荒滩、荒水的，从有收入年度开始，3 年内免征农业

税。对从事种植、养殖业的，其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按照国

家有关种植、养殖业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对从事农业机

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农牧保险和相关技术培训业

务以及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繁殖和疾病防治业务的，按

现行营业税规定免征营业税。

六、贷 款

（十三）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

经济实体，经营资金不足时，可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

证》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符合贷款条件的，商业银行应优

先予以信贷支持。

七、户 籍

（十四）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在县级以下城镇具有

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应准予其凭《城镇

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证》和相应证明办理落户，其家属和子女

是农业户口的，允许办理“农转非”手续并随其落户。自谋

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在地级以上城市落户的，按照当地的有

关规定办理。

各地在办理自谋职业城镇退役士兵及其随调（迁）配

偶、子女落户时，不得收取国家政策规定以外的费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全面推进

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

（2004 年3 月22 日  国办发〔2004〕24 号发布）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 号，

以下简称《纲要》）已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印发，现就贯彻落

实《纲要》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把贯彻落

实《纲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工作的一

项重要任务

《纲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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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近年来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经验，适应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

标，明确规定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

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是进一步推进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政策文件。国务院各部门

都要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充分认识《纲要》的重

大意义，把贯彻落实《纲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府

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把《纲要》提出的各项

任务落到实处，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提供保

障。

二、突出重点，明确分工

贯彻落实《纲要》是一项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系统工程。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根据各自的职能，明确工作任务，

突出工作重点，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现就各部门各单位重

点工作任务作如下分工：

（一）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积极研究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决策权，完

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决策程序以及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和

机制，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

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

的行政决策机制。（国务院办公厅、中央编办、监察部、行

政学院、社科院）

（二）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1.围绕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

点、统筹兼顾的原则，制定政府立法工作计划，做到立法决

策与改革决策相统一，立法进程与改革进程相适应。（法制

办组织有关部门）

2.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

参与程度，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三结

合。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立法征求意见制度。研究

建立有关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的说明制度。探索建立有关政

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法

制办组织有关部门）

3.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方便公众对公开的政

府信息的获取、查阅。（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办、信息办、

信息产业部、财政部）

4.建立健全行政法规、规章修改和废止的工作制度以

及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定期清理和定期评价制度。（法制办

组织有关部门）

（三）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科学划分和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科学、

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核定人员编制，实现政府职能、机构和

编制的法定化。加强对各级行政机关职能争议的协调。（中

央编办）

2.完善各类市场监管制度，确保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

能，保证市场监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打破部门保护、地区

封锁和行业垄断，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

体系。研究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切实把

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

环境上来。（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商务部、

建设部、国土资源部、食品药品监管局、证监会、保监会、

银监会、电监会）

3.研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实行政府公共管理

职能与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能分开的具体措施，加强对行业组

织和中介机构的引导和规范。（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人

事部、民政部、国资委、商务部、工商总局、财政部、监察

部、行政学院、社科院）

4.完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劳动保障

部、卫生部、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5.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法律制度和机制（包括起

草紧急状态法），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妥

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国务院办公

厅组织有关部门）

6.建立健全有关集中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的法律制度，

实现规范的部门预算。（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7.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清理和规范行政机关、事业单

位收费。（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8.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和

津补贴，解决同一地区不同行政机关相同职级工作人员收入

差距较大的矛盾。（人事部、财政部）

9.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减少行政许可项目，规范行

政许可行为，研究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监察部、中央编办、

法制办会同有关部门）

10.加快电子政务体系建设，推进政府上网工程的建设

和运用，扩大政府网上办公的范围，逐步实现政府部门之间

的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国务院办公厅、国信办、信息产

业部、发展改革委）

（四）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1.研究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

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工作机制，继续开

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综

合执法试点。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中

央编办、法制办、财政部、监察部）

2.建立健全有关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

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关监督

检查记录、证据材料和执法文书进行立卷归档。（法制办组

织有关部门）

3.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

（人事部、法制办、中央编办）

4.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依法界定执法职责，科

学设定执法岗位，规范执法程序。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

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或者错案责任追究制。探索建立行政

执法绩效评估、奖惩机制和办法。（法制办、中央编办、监

察部、人事部）

（五）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

盾的机制。

1.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

作。积极探索解决民事纠纷的新机制。完善人民调解制度，

预防和化解民事纠纷。（司法部、信访局、国土资源部、建

设部、劳动保障部、法制办）

2.完善信访法律制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通过信访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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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反映的问题，保障信访人、举报人的权利和人身安全。

（信访局、监察部）

（六）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

督。

1.完善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制度和机制，做到

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建立依法对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提出异议的处理机制和办法。

（法制办）

2.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完善有关行政复议程序和工

作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行政复议工作

人员的素质，做好行政复议工作。探索提高行政复议工作质

量的新方式、新举措。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法制

办、监察部）

3.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制度，保障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依法获得赔偿。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财政部、

法制办）

4.探索建立行政赔偿程序中的听证、协商、和解制度。

（法制办、财政部）

5.建立健全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经常性监

督制度，探索层级监督的新方式，强化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

行政机关的监督。（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办、监察部）

6.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机制，确保专门监督机关切实

履行职责，依法独立开展专门监督，并与检察机关密切配

合，及时通报情况，形成监督合力。（审计署、监察部）

7.探索拓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实施监

督的渠道，完善监督机制，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监

督创造条件。完善群众举报违法行为的制度。研究建立对新

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及时作出处理的

工作机制。（监察部、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

（七）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

1.研究建立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对领

导干部进行依法行政知识培训。探索对领导干部任职前实行

法律知识考试的制度。（人事部、法制办、司法部）

2.研究建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强化行政机

关工作人员通用法律知识以及专门法律知识等依法行政知识

的培训。（人事部、法制办、司法部）

3.建立和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

度，制定具体的措施和办法，把依法行政情况作为考核行政

机关工作人员的重要内容。（人事部、法制办）

4.采取各种形式，加强普法和法制宣传，增强全社会

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观念和意识，积极引导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逐步形成与建设法治政府相适

应的良好社会氛围。（司法部、法制办）

（八）完善措施，切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1.研究建立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贯彻《纲要》

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对贯彻落实《纲要》不力的，要严肃

纪律，追究有关人员相应的责任。（国务院办公厅、监察部、

法制办）

2.研究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定期向本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工作部门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情况的

具体办法。（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办）

3.研究切实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的具体措施

和办法，确保充分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

谋、助手和法律顾问的作用，并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必要的

条件。（中央编办、财政部、法制办）

三、加强领导，精心规划，加大宣传，强化检

查，切实把《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纲要》的贯彻落实，关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

关系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一项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系统工程，

要常抓不懈。国务院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和安

排，扎实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狠抓落实。

（一）加强领导，把《纲要》的贯彻落实摆上重要日程。

要按照执政为民的要求，切实加强对依法行政的领导。国务

院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贯彻执行《纲要》、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一级抓一级，逐级抓

落实。牵头部门和单位要切实担负起统筹协调的责任，明确

工作进度，认真抓好组织协调，坚持重大问题主动协商、共

同研究，充分调动有关方面的积极性；其他责任单位要主动

配合，积极参与，共同完成好所承担的任务。

（二）制定规划，分步推进。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本部

门本单位贯彻落实《纲要》的实施意见、具体办法和配套措

施，确定不同阶段的目标要求，提出工作进度，突出重点，

分步实施，整体推进，确保《纲要》得到全面正确执行。

（三）注重制度建设，以创新的精神做好工作。抓紧制

定和完善《纲要》的配套政策措施，形成有利于全面推进依

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制度环境。对依法行政面临的新情

况、新问题要及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对策，提出切实可行

的政策措施。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中形成的经验要及时总

结，不断推进依法行政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

方法创新。

（四）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有利于贯彻落实《纲要》，全

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舆论环境。国务院各有关

部门要抓紧制定宣传工作方案，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

《纲要》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把思想统一到《纲要》的

精神上来。要通过组织自学和举办培训班、研讨会、报告会

等方式，不断加深对《纲要》的理解，提高认识。

（五）加强督促检查，狠抓工作落实。国务院各部门要

对照工作规划、目标要求和工作进度，抓好督促检查，发现

问题及时解决。法制办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做

好协调服务、督促指导、政策研究和情况交流工作，为贯彻

执行《纲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参谋、助手和法

律顾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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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纠正

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 2004 年

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2004 年3 月30 日  国办发〔2004〕26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2004 年纠风工

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

关于 2004 年纠风工作的实施意见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2004 年 3 月 16 日）

为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和国务院第二次廉

政工作会议的部署和要求，现提出2004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

一、针对当前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集中力

量进行专项治理

2003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的部署和要求，深入开展纠风专项治理，努力从源头上预

防和治理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并取得了新的成效，为维护群

众的合法权益，促进改革、发展和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还没有从根

本上得到遏制，有些领域还很严重。突出表现在：乱设开发

区，违法违规圈占耕地，克扣、拖欠、截留、挪用给农民的

征地补偿费，侵害农民利益；城镇拆迁不依法办事，滥用强

制手段，补偿安置政策不落实，侵害居民利益；在企业重组

改制中，不认真落实社会保障和就业安置政策，拖欠下岗失

业职工基本生活费、安置费，侵害职工合法权益；不少学校

巧立名目乱收费，政府部门“搭车”收费，加重学生家长负

担，导致一些家境困难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失学、辍学；医

药购销中价格虚高、收受回扣和医疗服务中“开单提成”、

收受“红包”等现象仍然比较普遍；有些企业随意拖欠和克

扣农民工工资；有些地方违反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向农民乱

收费，加重农民负担；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事故频繁发生，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损

害群众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党中

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和国务

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的部署和要求，从实践“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和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深刻认识解决损害

群众利益突出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解决损害群众利益

的突出问题作为政府廉政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按照国务院的

统一安排，针对上述问题集中力量进行专项治理。要结合本

地区、本部门实际，抓紧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明确工作

重点和工作目标。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实行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要抓住关键环节，切实加大案件查处和督促检

查的力度。同时，要在探索和建立长效机制上下功夫。国土

资源部、建设部、国资委、教育部、卫生部、监察部、农业部、国

家安全生产监管局和国务院纠风办等有关部门（单位），应按

照各自的工作分工，分别抓好本部门（单位）承担的专项治理

工作，既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互相支持、密切配合，

形成合力，务求各项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各级纠风工作

机构还应注重研究治理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工作协

调，更好地为党委和政府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二、继续抓好治理教育乱收费、纠正医药购销

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工作

近几年来，治理教育乱收费、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

中的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一直是纠风专项治理工作的重

点，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但由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工作成

效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有些问题还存在反复。

因此，必须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让广大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

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纠正不正之风的决心和成效。

（一）深入治理教育乱收费。2004 年秋季开学时，要在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通过价格听证合理制定收费

标准，并向社会公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和

名义收取与招生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

费”等。要加强对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的规范化管理，进一

步明确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的“三限”政策的执行范围

和标准，在规定的择校收费限额之外，不准收取其他与入学

挂钩的费用。要严格规范高等学校收费行为，收费标准继续

保持稳定，不再设立新的收费项目。同时，要加强对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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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招生考试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严禁学校以任何理由搞“双

轨”收费和降分高收费；严禁向学生收取转专业费、定向培

养费、扩招费、专科升本科费等国家统一规定项目之外的费

用；严禁以改学分制为名，变相提高收费标准。任何地方和

单位都不得通过学校向学生“搭车”收费，不得强制学生订

购教辅材料、报刊杂志、学习用具、生活用品等，不得向学

校进行各种形式的摊派。

要进一步加强学校收费资金管理。学校收费收入要严格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对于学校的收费收入，有关部门

要按规定及时足额返还，不得用于平衡财政预算。要坚决纠

正截留、挪用、挤占、平调教育经费和学校收费资金的错误

做法，确保教育资金全部用于教育事业。要建立和完善教育

收费决策听证、公示、巡查督导、专项审计和乱收费责任追

究等监督管理制度。

（二）坚决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要

着重解决收受“红包”、“药品回扣”、“开单提成”等突出问

题，坚决查处收受回扣、“红包”等违纪违法行为。要严格

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卫生行政部门要建立健全对医院的评估

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定期向社会发布和公示本区域内医疗

机构的服务质量、价格、单病种费用以及医疗投诉的热点等

内容。要实行医疗服务承诺制度，医疗机构的服务项目和标

准，应向社会公开承诺。对疏于管理、发生严重不正之风问

题的，要追究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领导的责任。与此同

时，要深入广泛地开展医德医风教育，通过开展专家倡议、

宣传先进典型等活动，充分发挥医学专家、学科带头人和先进

典型在弘扬崇高医德、抵制不正之风方面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要继续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

有企业等所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都要参加药品集中招标

采购。对列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标采购药品目录的药

品，要全部实行集中招标采购。要加强对招标采购的管理和

监督，制定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价格、收费管理等规

定；建立和完善中介机构参与代理的竞争机制，降低中介费

用，减轻投标企业负担。

要进一步规范药品和医疗服务定价行为。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要严格对企业申报药品价格的初审

工作，凡因初审不严造成药品成本严重失实、价格虚高的，

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全国进行通

报批评。200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分批调查政府定价药

品的生产经营成本，降低部分药品的最高零售价，从源头上

抑制生产经营企业虚列成本、虚报价格的行为，并于二季度

组织开展对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价格执行情况的专项检查。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严把药品生产准入关，坚决制止药品生

产企业以变换药品名称、规格、包装等手段获取虚高定价的

行为。劳动保障部门要扩大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

店的范围，使患者有更大的选择权，促进医院之间、医院与

药店之间的公平竞争，遏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三）深入开展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进一步推动农村税

费改革，结合落实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切

实解决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取消

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和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扩

大良种补贴范围和规模、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等政

策措施的落实。同时，切实抓好免征农业税的试点工作。继续

大力整顿农资市场，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业生产资料的行

为，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进一步规范农业税征管，严禁非

农业税征收机关人员向农民直接收取税款。完善村内“一事一

议”筹资筹劳的议事程序、议事范围和审批程序，严禁超出规定

范围向农民筹资筹劳，严禁层层下达筹资筹劳任务，严禁将筹

集的资金和劳务平调使用，严禁强行以资代劳。

要狠抓减轻农民负担各项制度的落实。各地要按规定将

取消的收费项目和降低的收费标准进行公示，不断提高“公

示制”的质量，切实做到经常化、规范化。要巩固治理党政

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工作的成果，坚决纠正变相摊

派发行和已取消的报刊改头换面继续发行等问题，将农村订

阅报刊费用“限额制”的实施范围由村扩大到乡（镇）和农

村中小学校。要深入开展农村灌溉用水用电收费专项治理，

推行定价到农户的终端水价制度，取消中间环节的乱加价和

“搭车”收费。要继续清理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

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手续，坚决

取消各种乱收费。

要加大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的责任追究力度。凡

发生涉农负担恶性案件或严重群体性事件的，在严肃处理有

关直接责任人的同时，要按规定追究县（市）党政主要领导

的责任。对发生涉农负担案（事）件后隐瞒不报、弄虚作假

的，要对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从重处理并予以曝光。

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在重点开展以上专项治理工作的同

时，还要继续做好从源头上治理公路“三乱”和清理整顿统

一着装工作。

三、加强领导，切实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一）认真落实责任制。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健

全纠风工作领导责任制，切实加强对纠风工作的领导。政府和

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对本级政府和本部门的纠风工作负总

责，分管领导要对所分管的部门和单位的纠风工作负领导责

任。要把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的

责任范围，并列入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各

地要重视发挥纠风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做到协调行动，

综合治理。各级纠风工作机构要切实履行组织协调职责，加强

指导和督查。纠风专项治理工作的牵头部门要制定切实可行

的工作方案，积极协调有关方面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要采取

有力措施，认真抓好各项已公示的纠风项目的落实。对各项任

务和措施的落实情况，要定期进行专项督查。督查工作一定要

深入基层，直接听取群众反映，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

（二）深入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要以“树立行

业新风、优化发展环境”为主题，以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的

部门和行业为主要评议对象，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为重点，采取省、地（市）、县（市）三级联动、条

块紧密结合、群众广泛参与的形式，深入开展民主评议政风

行风工作。要改进和创新评议方法，积极推行在新闻媒体开

设“行风热线”、“热点访谈”等栏目的做法，与群众直接对

话，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国务院纠风办将分别与信息产业

部、环保总局、旅游局联合组织在全国统一开展对这三个系

统的民主评议工作。为进一步规范民主评议工作，国务院纠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风办将制定下发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指导意见。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以基层站（所）和窗口单位为重点，大力开展

纪律作风整顿活动，切实解决执法不公、乱收费、乱罚款和

各种摊派、吃拿卡要、刁难群众以及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

题。要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带头、指导和监管作用，做

到业务工作延伸到哪里，纠风工作就开展到哪里，用机关的

表率作用带动基层，促使部门和行业的作风建设不断加强。

（三）加强督促检查，严肃查办案件。各级政府和各有

关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力量，采取深入基层、到村入

户的办法进行明察暗访，直接听取群众对纠风治理工作的意

见。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重点检查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一

费制”收费办法、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实行“三限”政策和

高等学校的收费情况。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

风工作，要对治理收受回扣、“红包”和规范药品集中招标

采购行为等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把执

行农村税费改革各项政策、落实减轻农民负担“四项制度”、

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等作为年中和年底检

查的重点。对其他专项治理工作，同样要注意抓住重点和关

键环节，切实加强督促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限期整

改，并举一反三，堵塞漏洞，防止同类问题再度发生。对有

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的案件要加大查处力度，典型

案件要公开曝光。对连续发生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恶性案件的

部门和单位，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领导者的责任。

（四）加大从源头上防治不正之风的力度。要在政府部

门以及与人民群众利益关系密切的公用事业单位，深入开展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教育，明礼诚信的职业道德教育

和遵纪守法的法纪观念教育，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筑牢抵御不正之风的思想道德防线。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

设，每一项专项治理工作都要逐步建立靠制度管人、按制度

办事的长效机制，并把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为专项检查的

重要内容，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纠。要强化监督制约机

制，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民主评

议、收费公示、服务承诺等制度，积极探索对涉及群众切身

利益的事项实行决策听证的制度，增强政策和工作的透明

度。要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加强部门和系统的内部监

督。要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

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步伐，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坚持依

法行政和科学民主决策，严格规范行政行为。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中央预算单位 2004 年政府集中采购

目录及标准的通知

（2004 年4 月3 日  国办发〔2004〕29 号发出）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中央预算单位2004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已经

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04年政府采购制度实施范围扩大到中央国家机关所

有二级预算单位。为了执行好中央预算单位 2004 年政府集

中采购目录及标准，财政部、集中采购机构和各部门要按照

各自的职责，抓紧完善相关制度和工作程序，并加强协调配

合，认真落实好各项规定。凡列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项

目，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切

实维护法律和政策的严肃性。审计、监察部门要加大监督和

检查力度，确保政府采购活动公开、公平、公正。

附件：

中央预算单位 2004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一、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以下项目必须按规定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

1.货物类。空调机、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印刷

设备、PC 服务器、网络设备、程控交换机（国务院系统）、

电话机（国务院系统）、投影仪（国务院系统）、炊事设备

（国务院系统）、建筑装饰材料（国务院系统）、电梯、起重

机、锅炉、办公家具、汽车（轿车、越野汽车、面包车、大

客车）、摩托车、传真机（国务院系统）、扫描仪（国务院系

统）、摄影摄像器材（国务院系统）、复印纸（国务院系统）、

监控设备（不含交通管理监控设备，国务院系统）。

2.工程类。统一组织的房屋修缮、装修（在京单位）。

3.服务类。汽车维修（在京单位）、汽车保险（在京单

位）、规定的印刷项目（在京单位）、计算机通用软件、规定的会

议服务、汽车加油（国务院系统）、工程监理（国务院系统）。

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

以下项目原则上应当实行部门集中采购。部门集中采购

由部门自行组织，可以委托集中采购机构或社会招标代理机

构采购。

1.货物类。救灾物资、防汛物资、抗旱物资、农用物

资、储蓄物资、网络专用设备、医疗设备和器械、计划生育

设备、交通管理监控设备、港口设备、农用机械设备、气象

专用仪器设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航测设备、消防设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备、警察设备和用品、专用教学设备、广播电视和影像设

备、文艺设备、体育设备、海关专用物资装备、税务专用物

资装备、救助船舶和直升机、港务监督巡逻艇、检察诉讼设

备、法庭内部装备、救护车、缉私船、地震专用仪器设备、

水利专用仪器设备（水保、水文专用仪器设备）。

2.工程类。部门确定的本系统单位公用房和宿舍的修

缮和装修工程。

3.服务类。本部门或本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开发及维护、

部门确定的其他有特殊要求的专用服务项目。

三、部门采购限额标准

除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外，各部门自

行采购（单项或批量）达到 50 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的项

目、6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其

中，200万元以上工程应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四、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的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一次

性达到120 万元以上的，必须采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政府

采购工程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财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企业资产损失财务处理暂行办法

（2003 年9 月3 日  财政部财企〔2003〕233 号发布）

第一条  为了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规范企业

资产损失财务管理行为，加强企业财务管理，根据《企业财

务通则》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资产损失是指企业实际发生的各项资产的灭

失，包括坏账损失、存货损失、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损失、

担保损失、股权投资或者债权投资损失以及经营证券、期

货、外汇交易损失等。

第三条  坏账损失是指企业确实不能收回的各种应收款

项。企业坏账损失根据《财政部关于建立健全企业应收款项

管理制度的通知》（财企〔2002〕513号）的规定确认。

第四条  存货、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等实物资产盘盈、

盘亏净损失，依据完整、有效的清查盘点明细资料和企业内

部有关责任部门审定结果确认。

存货、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等实物资产毁损、报废、霉

烂变质、超过保质期且无转让价值，经过专业的质量检测或

者技术鉴定的，扣除残值、保险赔偿和责任人员赔偿后的余

额，根据质量检测结果、保险理赔资料等确认为资产损失。

车辆、船舶、锅炉、电梯等资产毁损、报废，国家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企业发生的股权投资损失，分别以下情况确认：

（一）对不具有控制权的股权投资，投资期限届满或者

投资期限已超过10 年，且被投资单位因连续 3 年经营亏损

导致资不抵债的，企业根据被投资单位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

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确认投资损失；被投资单位破产、注销

工商登记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关闭等，企业根据取得

的相关法律文件、资料确认投资损失。

（二）对具有控制权的股权投资，被投资企业由于经营

亏损的，企业应当按照权益法核算投资损失；被投资企业由

于违法经营或其他原因导致终止的，企业依据被投资企业注

销工商登记或者被依法关闭、宣告破产等法律文件及其清算

报告确认投资损失；如果转让股权投资，企业依据生效的股

权转让协议、被投资企业董事会决议确认投资损益。

第六条  企业发生的债权投资损失，属于债券投资的，

按照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确认；属于债券以外的其他债权投

资的，区别以下情形确认：

（一）被投资方已经终止的，根据被投资方清算报告确认。

（二）被投资方尚未终止的，可以根据与有关当事方签

订的债权转让或者清偿协议确认，但投资期限未满的，有关

协议应当进行公证；如果涉诉，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文件、资

料确认。

第七条  由于自然灾害或者其他意外事故等不可抗力因

素造成的资产损失，扣除残值、保险赔款或者其他责任赔偿

后的余额，企业应当根据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的证据、保

险理赔资料，确认为资产损失。

由于刑事犯罪造成的资产损失，企业应当根据司法机关

结案材料，扣除残值、保险赔款或者其他责任赔偿后，将余

额确认为资产损失。

第八条  企业对外担保承担连带责任导致资产损失，应

当依法行使追索权，落实内部追债责任。对无法追回的债

权，按照本办法第三条的规定确认坏账损失。

第九条  企业经营期货、证券、外汇交易发生的损失，

根据企业内部业务授权资料，依据有关交易结算机构提供的

合法的交易资金结算单据逐笔确认。超出内部业务授权范围

的交易损失，企业应当追究业务人员的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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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公司制企业整体出售；

（四）根据有关规定清产核资；

（五）依法清理整顿或者变更管理关系；

（六）其他依法改变企业组织形式行为。

第十四条  国有企业涉及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可以核销

所有者权益的资产损失，应当根据企业董事会或者经理（厂

长）办公会审定的意见，上报企业国有资本持有单位按《企

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由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企

业审批核销国有权益，应当抄送企业的主管财政机关，其中

审批处理的资产损失涉及企业损益的，应当事先征求主管财

政机关的意见。

第十五条  依法宣告破产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以后，

不得自行核销资产损失。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

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破产企业以下行为无效，由此造

成损失的资产应当由清算机构依法追回：

（一）隐匿、私分或者无偿转让资产；

（二）非正常压价出售资产；

（三）对原来没有资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资产担保；

（四）提前清偿未到期债务；

（五）放弃自己的债权。

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3 年10 月 5 日起执行。

第十条  企业发生资产损失，应当按照以下内部程序处

理：

（一）企业内部有关责任部门经过取证，提出报告，阐

明资产损失的原因和事实；

（二）企业内部审计（监察）部门经过追查责任，提出

结案意见；

（三）涉及诉讼的资产损失，企业应当委托律师出具法

律意见书；

（四）企业财务管理部门经过审核后，对确认的资产损

失提出财务处理意见，按照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提交董事会或

者经理（厂长）办公会审定。

第十一条  企业对属于违法、违纪行为造成的资产损

失，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党纪、政纪和企业内部管

理规章的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予以处理；涉嫌犯罪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法律

责任。

第十二条  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资产损失，应当

及时清查核实，作为本期损益处理，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的方

法进行核算。

企业处理的资产损失，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企业财务报告

时予以重点关注，并在财务会计报告中予以披露。

第十三条  企业由于以下情形而清查全部资产的，清查

的资产损失可以核销所有者权益：

（一）企业合并或者分立；

（二）实施公司制改建；

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

（2003 年11 月13 日  财政部财综〔2003〕78 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促进即开

型彩票市场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

理的通知》（国发〔2001〕35 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 <彩

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 的通知》（财综〔2002〕13

号，以下简称《通知》），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即开型彩票，是指由彩票机构发行

的即买、即开、即奖、即兑的彩票。彩票信息存储在纸介质

上的为有纸即开型彩票，其他的为无纸即开型彩票。

第三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销售的即开型彩

票均适用本规定。

第二章  发行与销售

第四条  即开型彩票由彩票发行机构负责印制和发行。

第五条  有纸即开型彩票以彩票发行机构统一印制的完

整彩票为有效彩票。凡出现票面模糊不清、残缺不全，兑奖

区覆盖层撕刮不开，兑奖符号空白、残缺、错误、号码无法

正确识别，保安区裸露，编组号不符合规定等问题的，均为

无效彩票。若无效彩票已销售，彩票发行和销售机构应收

回，并按购买者要求退回彩票款或另行补售相应价格的彩

票。

第六条  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发行销售的无纸即开型彩

票，以主数据库控制系统发出，购买者在销售终端购买后主

数据库收到销售终端发出的完整数据为有效彩票。主数据库

无完整数据记录的为无效彩票。

第七条  按发行销售方式划分，凡在某个固定空间和时

间段以奖组形式销售的有纸即开型彩票，简称集中销售即开

型彩票。采用分散零售网点连续销售的有纸和无纸即开型彩

票，简称分散销售即开型彩票。

第八条  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的游戏规则和销售实施方

案，包括奖组规模、设奖方案、组织方案、宣传方案、销售

时间、资金和安全管理方案等，由省级彩票销售机构报省级

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并报彩票发行机构备案；分散销售即开

型彩票的游戏规则由彩票发行机构报财政部审核批准，销售

实施方案报省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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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需提前终止或延期销售

时，应经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对外公告，并向同级

财政部门报告。分散销售即开型彩票停止销售前，需由彩票

发行机构报财政部批准。

第十条  彩票机构不得在已批准的即开型彩票游戏规则

之外附设奖项和游戏。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100万元以下的

设奖奖组不得采取入围二次抽奖方式决定大奖。

第十一条  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必须取得销售所在地

政府同意，并建立由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的销售指挥机

构，内部设置销售、宣传、安全、兑奖、后勤等职能机构。

第十二条  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的销售场所应具备开放

程度高，进出道路畅通等条件。销售现场搭建的临时建筑必

须牢固、安全。

第十三条  即开型彩票销售宣传要遵守国家法律，内容

要真实，注重舆论正面导向。在对外公告和宣传中，必须注

明财政部或省级财政部门的批准文件名称及文号。集中销售

即开型彩票的现场主持人用语要文明规范，行为要得体。

第十四条  彩票机构组织即开型彩票发行和销售时，可

按《通知》相关规定对外委托广告、宣传、组织销售队伍等

业务。

第十五条  被委托单位需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

2.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不良记录。

3.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知名度和良好的社会信誉。

第十六条  以下工作和业务不得对外委托：

1.设奖方案的确定；

2.彩票的印制、保管、发放和销毁；

3.开奖器具的置备；

4.摇奖和兑奖；

5.资金账户的开设和管理，资金收入、结算与缴拨；

6.其他不宜委托的业务。

第十七条  彩票机构不得采用承包、转包、买断等形式

对外委托彩票发行和销售业务。

第三章  开奖与兑奖管理

第十八条  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的开奖操作过程和开奖

器具必须经公证人员公证，非彩票机构人员不得参与。

第十九条  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 50 元以下的奖项由销

售人员直接兑付，并保留中奖彩票。每天销售结束时由彩票

机构对当日销售和兑奖进行清算，对每一个销售人员兑付的

奖金进行制表登记，向销售人员收回已兑奖的中奖彩票。兑

付奖金的销售人员和彩票机构负责清算的工作人员必须在兑

奖登记表上签字，签字后的兑奖登记表作为兑奖原始凭证入

账。
50元以上的奖项集中到指定的兑奖处兑奖，由彩票机

构工作人员负责兑奖并制表登记，兑奖者和彩票机构工作人

员必须在兑奖登记表上签字，该登记表作为原始凭证入账。

其中，1万元以上的奖项，中奖者应在中奖彩票背面签属本

人姓名及有效身份证件号码，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头等奖中

奖者需留存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后验奖，验奖无误后，办

理兑奖登记手续，中奖彩票、登记表、头等奖中奖者有效身

份证明复印件均作为原始凭证入账。

第二十条  分散销售即开型彩票按游戏规则规定兑奖。

由销售点兑奖的彩票，彩票机构应定期与销售点进行兑奖及

资金清算，收回销售点已兑奖彩票，编制兑奖清算登记表。

销售点业主及彩票机构经办人员要在兑奖登记表中签字，该

兑奖登记表作为原始凭证入账。在指定地点兑奖的彩票，中

奖者应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头等奖中奖者需留存有效身份证

明复印件），填写兑奖登记表，中奖彩票、登记表及中奖者

有效身份证明的复印件均作为原始凭证入账。

第二十一条  在兑奖有效期内，中奖者提出兑奖要求，经

验证和确认后，彩票机构和销售点应即时兑付，不得拖延。彩

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替彩民保管未兑付的中奖彩票。

第二十二条  兑奖期在具体的游戏规则中确定，并在售

票前予以公告。逾期未兑奖，按弃奖处理。

第四章  资 金 管 理

第二十三条  即开型彩票的返奖比例、奖池、奖级的设

置等在相应游戏规则中规定。

第二十四条  按省级行政区域组织销售的即开型彩票，

由省级彩票机构统一设置奖池，全国统一发行销售的即开型

彩票，由彩票发行机构统一设置奖池。奖池资金由弃奖奖

金，以及按规定奖组或结算周期计算的实际返奖比例低于规

定返奖比例部分的资金组成。

第二十五条  奖池资金必须全部用于返奖，包括用于支

付各种不可预见情况下的奖金支出风险以及设立特别奖，不

得挤占、挪用。

第二十六条  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可设置奖池，设置奖

池由省级彩票机构报省级财政部门批准，并报彩票发行机构

备案。不同场次的奖池资金可集中设置统一奖池。分散销售

即开型彩票按不同品种分别设置奖池，不得相互挤占、挪

用。彩票机构动用奖池资金需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第二十七条  未设置奖池的即开型彩票弃奖奖金上缴财

政专户，纳入公益金管理。

第二十八条  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销售前彩票销售机

构应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当期彩票销售收入临时专用账户，

当期即开型彩票销售的启动资金、销售收入和销售支出等在

该账户中核算。当期销售活动结束后20 日内，彩票机构应

进行结算，清理并取消该账户。该账户账号由彩票机构在销

售前以书面形式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九条  按省级行政区域组织销售的即开型彩票，

公益金原则上实行省级集中统一缴拨，其中，集中销售即开

型彩票公益金，应于销售活动结束后三周内全额缴入省级财

政专户；分散销售即开型彩票公益金，应于每月 10 日前全

额缴入省级财政专户。全国统一发行销售的即开型彩票公益

金按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管理。

第三十条  即开型彩票发行经费实行分级管理。各彩票

机构应将属于本级使用的发行经费扣除零售（网点）代销费

后缴入同级财政专户，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应于销售活动结

束后三周内上缴，分散销售即开型彩票应于每月 10 日前上

缴。需上缴上级和下拨下级彩票机构的发行经费，由彩票机

构在上述时限内按规定比例缴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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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统 计 管 理

第三十一条  彩票机构要有专人负责即开型彩票发行销

售统计工作，统计数据要及时、准确，不得随意更改。

第三十二条  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应于销售活动结束后

一个月内编制销售报表，分散销售即开型彩票应于每月 10

日前编制销售报表，报表需加盖彩票机构公章和主管财务人

员名章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和上级彩票机构。

第三十三条  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以销售结束日所在月

份确定统计期，分散销售即开型彩票以销售额实际发生日期

所在月份确定统计期。

第六章  印制、仓储与运输管理

第三十四条  有纸即开型彩票的版式、票面图案、规

格、制作形式、包装等技术工艺指标，由彩票发行机构统一

制定。

第三十五条  地（市）以上彩票机构应建立纸质即开型

彩票储存专用仓库。彩票仓库应具备防火、防水、防盗、防

潮、防虫等功能，并配备专人管理。库内不得存放与彩票业

务无关的物品。

第三十六条  有纸即开型彩票实行出入库登记制度，出

入库记录保存5 年。

第三十七条  彩票储存专用仓库应设有库存明细账和台

账，并按下列原则登记库存情况：

（一）彩票发生增减必须登记，记录与实物应相符；

（二）彩票按品名和编号分类登记；

（三）按时序逐笔登记，不得并笔轧差和隔日登记；

（四）办理入库业务，先入库后登记；办理出库业务，

先登记后出库。

第三十八条  彩票机构应定期盘点，将库存明细账和台

账与业务部门总账进行核对，做到账票相符，账账相符。

第三十九条  彩票运输主要采用铁路和公路两种运输方

式，特殊情况下可以空运。铁路运输要由两人押运；公路运

输使用车况良好的箱式货车，专人押运。遇有突发事件，应

及时报告，并采取措施保护彩票的安全。

第四十条  彩票机构调拨有纸即开型彩票，应将调拨单

抄送同级财政部门和相关财政部门。

第七章  彩 票 销 毁

第四十一条  纸质即开型彩票运输和销售中产生的废

票、尾票、质量失去保障以及超过规定使用年限的彩票应定

期销毁。纸质即开型彩票使用期限为自印刷之日起五年。

第四十二条  彩票机构销毁有纸即开型彩票前，需进行

账务账实核对，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按省级行政区域组

织销售的，由省级彩票销售机构负责组织销毁，并报彩票发

行机构批准，省级财政部门、公证部门负责监销；在全国统

一发行销售的，由彩票发行机构负责组织销毁，财政部和公

证部门负责监销。

第四十三条  彩票销毁前，监销人员需按彩票发行机构

批准的销毁数量、品种与现场待销毁彩票进行核对，清点零

张数，抽点整捆票，各品种彩票抽点比例不得低于 20% 。

核对无误后，出具公证证明并签字、盖章。如在核对中发现

问题，应立即停止销毁工作，查明原因。

第四十四条  监销人员必须到现场监督销毁全过程。

第四十五条  彩票销毁可采用粉碎、焚烧、打浆等方式

进行。

第八章  监 督 管 理

第四十六条  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彩票机构需在销售

现场公布销售起止时间、彩票名称、奖组规模、奖组数、设

奖规则和兑奖程序，销售结束后应张榜及时公布销售总额和

中奖、兑奖情况。

第四十七条  财政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同级彩票

机构彩票领用、库存、销售收入、返奖、兑奖、奖池、公益

金和发行经费核算上缴等情况。财政部门应到同级彩票机构

即开型彩票集中销售现场检查政策和制度执行情况，发现问

题要立即纠正并追查原因和责任。

第四十八条  在即开型彩票销售过程中，若被委托单位

发生违规行为，除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外，所有彩票机构将

不得再与之合作，并将视彩票机构应负责任给予警告或罚款

处罚。

第四十九条  彩票机构应自觉接受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

的检查，积极配合检查工作，对提出的问题要及时纠正。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五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可根

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财政部备

案。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2003 年 12 月 31 日  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 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加强企业国有

产权交易的监督管理，促进企业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国有

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防止企业国有资产流失，根

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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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持有国有资本的企业

（以下统称转让方）将所持有的企业国有产权有偿转让给境

内外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受让方）的活动

适用本办法。

金融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转让，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本办法所称企业国有产权，是指国家对企业以各种形式

投入形成的权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所形成的应

享有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

第三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和政策规定，有利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促进国有资本优化配置，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

护国家和其他各方合法权益。

第四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

机构中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

制。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

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第六条  转让的企业国有产权权属应当清晰。权属关系

不明确或者存在权属纠纷的企业国有产权不得转让。被设置

为担保物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

第七条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企业国有产权转让

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监督管理

第八条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履

行下列监管职责：

（一）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企业

国有产权交易监管制度和办法；

（二）决定或者批准所出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事项，研

究、审议重大产权转让事项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三）选择确定从事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活动的产权交易

机构；

（四）负责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

（五）负责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的收集、汇总、分析

和上报工作；

（六）履行本级政府赋予的其他监管职责。

本办法所称所出资企业是指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设区的市、自治州级人民政府授权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

第九条  所出资企业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履行下列职

责：

（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所属企业的国有产权转

让管理办法，并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二）研究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研究、审议重要子企业的重大国有产权转让事项，

决定其他子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事项；

（四）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有关国有产权转让

情况。

第十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按下列基本条件选择产权

交易机构：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企业国

有产权交易的政策规定；

（二）履行产权交易机构的职责，严格审查企业国有产

权交易主体的资格和条件；

（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开披露产权交易信息，并能

够定期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情

况；

（四）具备相应的交易场所、信息发布渠道和专业人员，

能够满足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活动的需要；

（五）产权交易操作规范，连续 3 年没有将企业国有产

权拆细后连续交易行为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记录。

第三章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程序

第十一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做好可行性研究，按

照内部决策程序进行审议，并形成书面决议。

国有独资企业的产权转让，应当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审

议。国有独资公司的产权转让，应当由董事会审议；没有设

立董事会的，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涉及职工合法权益

的，应当听取转让标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对职工安

置等事项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第十二条  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批准程序，企业国有产权

转让事项经批准或者决定后，转让方应当组织转让标的企业

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清产核资，根据清产核资结果编制资产负

债表和资产移交清册，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全面审计

（包括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转让标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离任

审计）。资产损失的认定与核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

转让所出资企业国有产权导致转让方不再拥有控股地位

的，由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组织进行清产核资，并委

托社会中介机构开展相关业务。

社会中介机构应当依法独立、公正地执行业务。企业和

个人不得干预社会中介机构的正常执业行为。

第十三条  在清产核资和审计的基础上，转让方应当委

托具有相关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

评估。评估报告经核准或者备案后，作为确定企业国有产权

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

在产权交易过程中，当交易价格低于评估结果的 90%

时，应当暂停交易，在获得相关产权转让批准机构同意后方

可继续进行。

第十四条  转让方应当将产权转让公告委托产权交易机

构刊登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经济或者金融类报刊和产权交

易机构的网站上，公开披露有关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广

泛征集受让方。产权转让公告期为20 个工作日。

转让方披露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应当包括下列内

容：

（一）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

（二）转让标的企业的产权构成情况；

（三）产权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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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让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五）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核准或者备案情况；

（六）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七）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第十五条  在征集受让方时，转让方可以对受让方的资

质、商业信誉、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管理能力、资产规模

等提出必要的受让条件。

受让方一般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

（三）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四）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受让方为外国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受

让企业国有产权应当符合国务院公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

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经公开征集产生两个以上受让方时，转让方

应当与产权交易机构协商，根据转让标的的具体情况采取拍

卖或者招投标方式组织实施产权交易。

采取拍卖方式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拍卖法》及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采取招投标方式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组织实施。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成交后，转让方与受让方应当签订产

权转让合同，并应当取得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权交易凭

证。
第十八条  经公开征集只产生一个受让方或者按照有关

规定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可以采取协议转让的

方式。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转让方应当与受让方进行充分协

商，依法妥善处理转让中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后，草签产权转

让合同，并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程序进行审议。

第十九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

容：

（一）转让与受让双方的名称与住所；

（二）转让标的企业国有产权的基本情况；

（三）转让标的企业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

（四）转让标的企业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五）转让方式、转让价格、价款支付时间和方式及付

款条件；

（六）产权交割事项；

（七）转让涉及的有关税费负担；

（八）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九）合同各方的违约责任；

（十）合同变更和解除的条件；

（十一）转让和受让双方认为必要的其他条款。

转让企业国有产权导致转让方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在

签订产权转让合同时，转让方应当与受让方协商提出企业重

组方案，包括在同等条件下对转让标的企业职工的优先安置

方案。

第二十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全部价款，受让方应当

按照产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转让价款原则上应当一次付清。如金额较大、一次付清

确有困难的，可以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采取分期付款方式

的，受让方首期付款不得低于总价款的 30% ，并在合同生

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其余款项应当提供合法的担

保，并应当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延期付款期间

利息，付款期限不得超过1年。

第二十一条  转让企业国有产权涉及国有划拨土地使用

权转让和由国家出资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的，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另行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二条  转让企业国有产权导致转让方不再拥有控

股地位的，应当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处理好与职工的劳动关

系，解决转让标的企业拖欠职工的工资、欠缴的各项社会保

险费以及其他有关费用，并做好企业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关系

的接续工作。

第二十三条  转让企业国有产权取得的净收益，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成交后，转让和受让双

方应当凭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及时办理相关产权登记手续。

第四章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批准程序

第二十五条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所出资企业的

国有产权转让。其中，转让企业国有产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

控股地位的，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六条  所出资企业决定其子企业的国有产权转

让。其中，重要子企业的重大国有产权转让事项，应当报同

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会签财政部门后批准。其中，涉及

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审批事项的，需预先报经政府有关部门审

批。

第二十七条  转让企业国有产权涉及上市公司国有股性

质变化或者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应当同时遵守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和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

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管理，国家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  决定或者批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应

当审查下列书面文件：

（一）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有关决议文件；

（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

（三）转让方和转让标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六）批准机构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二十九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一般应当载明下列

内容：

（一）转让标的企业国有产权的基本情况；

（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的有关论证情况；

（三）转让标的企业涉及的、经企业所在地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审核的职工安置方案；

（四）转让标的企业涉及的债权、债务包括拖欠职工债

务的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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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收益处置方案；

（六）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公告的主要内容。

转让企业国有产权导致转让方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应

当附送经债权金融机构书面同意的相关债权债务协议、职工

代表大会审议职工安置方案的决议等。

第三十条  对于国民经济关键行业、领域中对受让方有

特殊要求的，企业实施资产重组中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给所

属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经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后，可以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国有产权。

第三十一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事项经批准或者决定

后，如转让和受让双方调整产权转让比例或者企业国有产权

转让方案有重大变化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重新报批。

第五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二条  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转让方、转

让标的企业和受让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机构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批准机构应当要求转让方终

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

认转让行为无效。

（一）未按本办法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

的；

（二）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不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

序、批准程序或者超越权限、擅自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

（三）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故意隐匿应当纳入评估范围

的资产，或者向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会计资料，导致审计、评估

结果失真，以及未经审计、评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四）转让方与受让方串通，低价转让国有产权，造成

国有资产流失的；

（五）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未按规定妥善安置职工、

接续社会保险关系、处理拖欠职工各项债务以及未补缴欠缴

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

（六）转让方未按规定落实转让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

非法转移债权或者逃避债务清偿责任的；以企业国有产权作

为担保的，转让该国有产权时，未经担保权人同意的。

（七）受让方采取欺诈、隐瞒等手段影响转让方的选择

以及产权转让合同签订的；

（八）受让方在产权转让竞价、拍卖中，恶意串通压低

价格，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对以上行为中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负有直接责任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

相关企业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纪

律处分，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由于受让

方的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受让方应当依法赔偿转让方

的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

第三十三条  社会中介机构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审

计、评估和法律服务中违规执业的，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

构将有关情况通报其行业主管机关，建议给予相应处罚；情

节严重的，可要求企业不得再委托其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

的相关业务。

第三十四条  产权交易机构在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中弄虚

作假或者玩忽职守，损害国家利益或者交易双方合法权益

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将不再选择其从事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相关业务。

第三十五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批准机构及其有关人员

违反本办法，擅自批准或者在批准中以权谋私，造成国有资

产流失的，由有关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纪律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境外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办法另行制

定。
第三十七条  政企尚未分开的单位以及其他单位所持有

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由主管财政部门批准，具体比照本办

法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负责解释；涉及有关部门的，由国资委商有关部门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4 年2月 1 日起施行。

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

（2004 年 1 月 5 日  财政部  民政部  财社〔2004〕1 号发布）

为了加强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管理，保证资金的合理有效

使用，根据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

助的意见》（民发〔2003〕158 号）及有关规定，特制定本

试行办法。

第一条  农村医疗救助基金是用于农民贫困家庭医疗救

助的专用基金。基金通过政府拨款和社会各界自愿捐助等多

渠道筹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专款专用、量入为出、

收支平衡的原则进行管理和使用。

第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要建立独立的农村医疗救助基

金。基金来源包括财政拨款、彩票公益金、社会各界自愿捐

助、利息收入等。

（一）地方各级财政每年根据本地区开展农村医疗救助

工作的实际需要和财力状况，在年初财政预算中合理安排农

村医疗救助资金。

（二）地方各级民政部门每年从留归民政部门使用的彩

票公益金中提取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农村医疗救

助。
（三）鼓励社会各界自愿捐赠资金用于农村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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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医疗救助基金形成的利息收入。

（五）按规定可用于农村医疗救助的其他资金。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对实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困难地区

给予资金支持。中央财政对中西部等贫困地区农村医疗救助

给予适当支持，具体补助金额由财政部、民政部根据各地医

疗救助人数和财政状况以及工作成效等因素确定。补助下级

的预算资金全部通过国库划拨，预算外资金的划拨按相关规

定办理。

第三条  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用于资助救助对象参加当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补助救助对象的大病医疗费用，以及符

合国家规定的特种传染病救治费用。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不

得提取管理费或列支其他任何费用。

第四条  农村医疗救助基金年度收支计划由县级民政部

门商财政部门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民政部门定期

向同级财政部门和上级民政部门报送收支计划执行情况。

第五条  县级财政部门在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中建立

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账（以下简称“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

账”），用于办理资金的汇集、核拨、支付等业务。县级民政

部门设立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账，用于办理资金的核拨、支

付和发放业务。

第六条  县级财政预算安排资金按季或按月划拨至本级

财政部门“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账”。经批准用于农村医疗

救助的彩票公益金应及时由财政专户划拨至“农村医疗救助

基金专账”。县级财政部门收到上级补助资金之后及时全额

划拨至“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账”。社会各界的捐款及其他

各项资金按属地化管理原则及时交存同级财政部门“农村医

疗救助基金专账”。

第七条  农村医疗救助的享受对象及救助金额，由个人

提出申请，村民代表会议评议，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县级民

政部门根据县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规定审批。经批准的救助对

象参加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缴费有困难的，由农村医疗救

助基金给予资助，并对患大病救助对象难以自负的医疗费用

给予适当补助。国家规定的特种传染病救治费用按有关规定

经批准后支付。

第八条  用于资助救助对象参加当地新型合作医疗的资

金，由县级财政部门从“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账”核拨至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专户，并通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

构为其办理有关手续。经县级民政部门批准的救助对象大病

医疗费用补助资金，由县级财政部门按时将医疗救助资金核

拨至民政部门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账，由县级民政部门支付

给乡镇人民政府发放，或由县级民政部门通过银行、邮局等

直接支付给救助对象，也可以采取其他社会化发放方法。有

条件的地方，应逐步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第九条  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

以及救助对象、救助金额等情况应通过张榜公布和新闻媒体

等方式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农村医疗救助基金

必须全部用于农村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截留、挤占、挪用。民政、财政、审计等部门要定期不定

期对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并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民政

部、财政部根据需要，对各地医疗救助基金使用情况进行抽

查。
第十条  发现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贪污浪费等违纪违

法行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对故意虚报有关数字

和情况骗取上级补助的，除责令其立即纠正，并按规定追究

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外，将根据情况减拨或停拨上级补助

资金。

第十一条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农村医疗救助基

金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财政部、民政

部负责解释。

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04 年 1 月7 日  财政部、科技部、财教〔2004〕3 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以下简称

应用技术研发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

有关财务规章制度和国家科研计划实施课题制管理的要求，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应用技术研发资金是中央财政为支持科技创新

与发展，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而设立的专项资金。主要支持方向是：

（一）科技攻关计划。通过支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

重大共性、关键性、公益性技术的研发活动，为产业结构调

整、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及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二）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及科技成果的转移扩散。通

过支持科技产业化基地技术创新能力建设、科技产业化示范

项目研究与开发以及相关科技培训等，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成

果产业化创造环境。

1.星火计划。主要支持农业科技产业化示范项目的开

发和应用，支持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及农村区域和城镇

科技发展的技术推广、服务平台建设和相关科技培训。

2.火炬计划。主要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的开发和

应用，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培育和发展，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

技术服务平台建设。

3.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计划。通过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

中间环节，提高科技成果的工程化、配套化和系统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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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工程化成果向行业辐射、扩散，提高行业技术水平，促

进新兴产业崛起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

4.重点科技成果推广计划。主要支持重大、共性和社

会公益性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与政策、机制研究，建设科技

成果推广转化服务体系。

5.重点新产品计划。主要支持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

对行业技术进步与发展有较大带动作用，采用国际标准或国

内外先进技术标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的研究开

发。

6.科技兴贸行动计划。主要支持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优化外贸出口结构的自主知识产权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研究开

发，推动科技型企业国际化服务平台建设。

（三）其他。主要支持上述专项计划之外，经财政部、

科技部确定予以支持的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其他计划

或项目。

第三条  应用技术研发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由财

政部、科技部共同管理。

第四条  应用技术研发资金的支持对象是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企事业单位。优先支持具有较强自主研究开发能力，

具备较好科研条件的科研机构（包括转制科研机构）、高等

院校和企业。

第五条  应用技术研发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坚持集中资

源、突出重点、合理安排、讲求效益的原则，并充分发挥中

介机构和专家在管理与决策过程中的评议和咨询作用。

第六条  科技计划管理部门要按照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管

理的有关要求建立项目库，加强对应用技术研发资金的管

理。

第二章  经费管理职责

第七条  应用技术研发资金管理各方的职责与权限：

（一）财政部

1.负责核批年度经费总预算及各计划年度经费预算；

2.负责核批计划管理费预算；

3.会同科技部审定并下达项目年度经费预算；

4.监督检查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5.负责审批年度决算。

（二）科技部

1.负责提出年度经费总预算建议；

2.负责组织项目预算的申报和评审（评估）；

3.负责编制计划管理费预算，并具体管理计划管理费；

4.负责审核项目年度经费预算并会同财政部下达预算；

5.会同财政部监督检查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三）项目组织单位

1.负责组织项目申报单位编报项目预算；

2.组织项目承担单位按项目实施进度执行预算，监督

落实项目约定支付的匹配经费及其他配套条件；

3.按照财政部、科技部的要求汇总报送项目预算执行

情况；

4.受财政部、科技部委托，对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四）项目承担单位

1.负责编制项目预算；

2.落实项目约定支付的匹配经费及其他配套条件；

3.负责项目经费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4.接受上级有关部门和计划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并

按要求提供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和有关财务资料。

第三章  经费开支范围

第八条  应用技术研发资金的开支范围包括项目费和计

划管理费。

第九条  项目费是指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过程中所发生

的所有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一般包括：人员费、设备费、

能源材料费、试验外协费、差旅费、会议费、管理费和其他

相关费用。

人员费，指直接参加项目研究开发人员支出的工资性费

用。项目组成员所在单位有事业费拨款的，由所在单位按照

国家规定的标准从事业费中及时足额支付给项目组成员，并

按规定在项目预算的相关科目中列示，不得在国家资助的项

目经费中重复列支。

设备费，指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所必需的专用仪器、设

备、样品、样机购置费及设备试制费。

能源材料费，指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所支付的原材料、

燃料动力、低值易耗品的购置等费用。

试验外协费，指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所发生的租赁费

用、带料外加工费用及委托外单位或合作单位进行的试验、

加工、测试等费用。

差旅费，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为项目研究开发而

进行国内外调研考察、现场试验等工作所发生的交通、住宿

等费用。

会议费，指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组织召开的与项目研究

有关的专题技术、学术会议的费用。

管理费，指项目承担单位为组织管理项目而支出的各项

费用。包括现有仪器设备和房屋使用费或折旧、直接管理人

员费用和其他相关管理支出。管理费的费用占项目经费总预

算的比例（一般为 5% ）根据项目承担单位的性质分别核

定。
其他相关费，指除上述费用之外与项目研究开发有关的

其他费用。

第十条  计划管理费，指应用技术研发资金计划管理部

门为组织项目，开展项目评审或评估、招标、监督检查、项

目验收及绩效考评等工作所发生的费用。计划管理费由科技

部负责具体管理，年度预算由财政部核定。

第十一条  应用技术研发资金根据项目类型、课题规模

及管理工作的需要，对项目按照成本补偿式和定额补助式两

种方式给予不同额度的资助。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一般采用成

本补偿式和定额补助式，其他计划项目一般实行定额补助

式。

第四章  项目预算的申报、审批和执行

第十二条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地方科技厅（局）等项

目组织单位组织项目申报单位按要求申报项目的同时，应当

编制应用技术研发资金项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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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按照预算编制的有关要求

认真编报预算，并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项目预算要求同时

编制经费来源预算和经费支出预算，不得编制赤字预算。经

费来源预算包括用于同一项目的各种不同渠道的经费，经费

支出预算包括与项目研究有关的所有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第十四条  项目组织单位对项目申报单位申报的应用技

术研发资金项目预算进行审核并按要求进行汇总后报送科技

部。
第十五条  科技部组织有关专家或择优遴选有关科技评

估机构，对拟组织实施的应用技术研发资金项目预算进行评

审或评估。需采用招投标方式确定项目承担单位及其预算

的，按国家科研计划课题招投标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科技部根据预算评审或评估意见，综合平衡

后，会同财政部审定并批复项目预算。经批准的项目经费预

算一般不作调整。确有必要调整时，应按项目预算审批程序

重新报批。

第十七条  应用技术研发资金项目经费的拨付按财政预

算资金拨付的有关要求办理。

第十八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按照项目任务书的要求落

实匹配资金，并严格执行项目预算。分年度执行的项目经费

预算，应当按照要求进行中期检查或评估，中期检查或评估

结论作为科技部会同财政部调整项目预算的参考依据。

第十九条  应用技术研发资金形成的资产（包括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等），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二十条  未完成项目的年度结余经费，结转下一年度

继续使用；已完成并通过验收的项目的结余经费，用于补助

单位科研事业发展支出。计划管理费年度结余，纳入下一年

度预算计划，继续按规定用途使用。

第二十一条  项目因故终止，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按照项

目管理的有关程序报经科技部批准后，将剩余经费归还原渠

道，剩余资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

第五章  监督与检查

第二十二条  项目承担单位要按照国家有关财务制度的

规定和项目任务书的要求，加强对项目经费的监督和管理，

并对项目经费实行单独核算。

第二十三条  项目组织单位要按照项目的总体部署和要

求，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项目经费的预算执行情况和财务管

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项目组织单位和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按照有

关要求及时报送年度经费使用情况及项目完成情况的总结报

告，并由科技部汇总报送财政部。

第二十五条  项目完成后，应当按照要求进行项目验

收。在项目验收时，项目组织单位或项目承担单位除提供技

术成果验收报告外，还需提供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的总结报

告。项目验收委员会成员中应包括财务专家。

第二十六条  财政部、科技部负责对应用技术研发资金

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并逐步建立项目经费支出绩效

考评制度，考评结果将作为项目承担单位以后年度申报项目

资格审查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七条  对于违反财经纪律，弄虚作假、截留、挪

用、挤占应用技术研发资金项目经费的行为，财政部、科技

部将根据情况采取通报批评、停止拨款、终止项目、取消申

报资格等措施予以相应的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科技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实施中央财政

非税收入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2004 年 1 月13 日  财政部  财监〔2004〕15 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中央财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规范财

政部驻各地监察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专员办）对中央财政

非税收入的监督管理职责，保障中央财政收入的完整与安

全，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央财政非税收入”（以下简称

中央非税收入）是指中央部门和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

或取得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款和罚没收入、

彩票公益金和发行费、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以政府名义接受

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收入。

第三条  专员办负责对中央非税收入实施就地监督管

理。
第四条  专员办对中央非税收入实施监督管理的方式主

要是：就地征收、就地监缴、专项检查。

第五条  中央非税收入执收执罚单位应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加强对中央非税收入的收缴管理工

作，并接受专员办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票据监督与管理

第六条  按照财政部规定，专员办负责对京外中央单位

使用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进行监督核销。

第七条  财政部负责将京外中央单位领取、使用《非税

收入一般缴款书》的情况及时通报各地专员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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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京外中央单位按照财政部规定保存期满需要销

毁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应当统一登记造册并报财政

部票据监管机构核准后由所在地专员办监督销毁。专员办应

当将京外中央单位《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核销情况抄送财

政部票据监管机构。

第九条  按照财政部规定，由专员办负责就地征收的中

央非税收入，向缴款人出具的票据由财政部票据监管机构统

一印制和发放。专员办应当建立票据登记制度，设置票据登

记簿，定期向财政部票据监管机构提供票据购取、使用、结

存情况。

第十条  专员办征收中央非税收入开具的票据存根，应

当保存5年，存档备查。保存期满需要销毁的票据，由专员

办负责登记造册，经财政部票据监管机构核准后销毁。

第三章  监 管 方 式

第一节  就地征收

第十一条  财政部规定专员办负责征收的预算内中央非

税收入，由专员办就地征缴入库。

第十二条  缴纳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合法、有

效的票据和缴款凭证记账，按会计制度的要求进行核算。

第十三条  专员办就地征收的中央非税收入实行申报

制。各缴纳单位必须在规定的申报期限内向专员办报送申报

缴纳表和中央非税收入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专员办要求

缴纳单位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

第十四条  专员办对缴纳单位报送的资料要认真审核，

做到资料齐全、内容完整、数字准确，必须给缴纳单位开具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缴入中央金库的填写方法如下：

“财政机关”栏填写“财政部”，“预算级次”栏填写“中央

级”，“预算科目”栏按财政部制发的当年预算收入科目填

写。
纳入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收入项目的收缴按有关收

缴管理改革的办法办理。

第十五条  专员办要按有关规定督促中央非税收入及

时、足额征收缴纳。

对按规定实行分月或分季预缴的中央非税收入，专员办

要在年度终了后，及时对中央非税收入进行汇算清缴。

对缴纳单位因特殊情况确实不能按期缴纳的，专员办要

严格按有关规定审批延期缴纳事项。

专员办要定期催收中央非税收入，督促缴纳单位按规定

及时、足额缴纳入库。

第十六条  专员办应按规定向财政部报送中央非税收入

报表，及时反映中央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情况和存在的问

题。重大问题，随时上报。

第二节  就地监缴

第十七条  专员办应建立中央非税收入的就地监缴机

制。其主要内容是：

（一）基本资料的台账制度。专员办由专人将中央非税

收入的项目、征缴单位、主管部门及月度、季度、年度的征缴库

情况信息及时登录工作台账，建立非税收入的基础资料库。

（二）收入报表报送制度。专员办应制定制度，要求中央

非税收入执收执罚单位（包括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成收入的地

方财政部门、实行部门集中汇缴的主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

将中央非税收入的征缴入库情况，以报表方式报送专员办。

（三）收入对账制度。专员办要将掌握的各项中央非税

收入的征收汇缴及入库数据定期与国库、代收金融机构及地

方财政部门进行对账。

（四）审核抽查制度。专员办要根据日常监控发现的问

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审核、抽查。

（五）总结报告制度。专员办要将中央非税收入的监管

情况作为“中央财政收入监督分析报告”的重要内容，认真

总结分析，并按规定时间以书面形式报送财政部。

第十八条  专员办要和各执收执罚单位、地方财政部

门、国库及代收金融机构加强工作联系，分工协作，强化监

管。

第三节  专项检查

第十九条  专员办根据财政部要求结合日常监管情况，

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中央非税收入专项检查。

第二十条  专项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中央非税收入征收政策依据；

（二）资金收缴及入库情况；

（三）银行账户管理情况；

（四）票据购领、使用、保管、销毁及其他有关凭证资料；

（五）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检查事项。

第二十一条  专员办开展专项检查，依据《财政监督检

查工作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对查出的重大违纪问题，专员办应及时报

告财政部。

第四章  收入退（调）库

第二十三条  专员办按财政部规定负责办理中央非税收

入退库事宜。

纳入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收入项目的退付按有关收

缴管理改革的办法办理。

第二十四条  属于下列范围的，专员办可以办理收入退库：

（一）由于工作疏忽，发生技术性差错需要退（调）库的；

（二）实行预缴的中央非税收入，多预缴款需要退库的；

（三）政策性减免需要退（调）库的；

（四）其他需要办理退（调）库的。

第二十五条  需要退（调）库的，由代征单位向征收单

位提出退（调）库申请，经代征单位审核后上报省级（包括

计划单列市，下同）主管部门；省级主管部门核定后送专员

办，专员办按有关规定进行审核，开具“收入退还书”，送

缴纳单位所在人民银行国库办理退（调）库。

第二十六条  专员办发现国库部门预算科目错列、中央

与地方收入发生混库的，应按规定开具“更正通知书”，送

国库部门办理调库手续。

第五章  监 管 措 施

第二十七条  专员办依法开展中央非税收入监督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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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关执收执罚单位、地方财政部门、国库及代收金融机

构应予以支持、配合和协助。

第二十八条  根据监督管理的需要，专员办有权要求相

关单位提供或报送以下资料：

（一）征收中央非税收入的文件依据；

（二）征收的报表、账簿、凭证及相关资料；

（三）银行账户资料；

（四）票据购领、使用、保管、销毁以及其他有关凭证

资料；

（五）委托地方代收中央非税收入的项目编码及相关资

料；

（六）缴纳单位网络化管理的程序、资料、信息；

（七）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九条  对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的政策界限不明确

或处理依据不确定问题，专员办应及时请示报告，财政部及

有关部门应在规定时间内予以答复。

对正在进行的违法违规行为，专员办有权予以制止或纠

正，制止或纠正无效的，上报财政部或单位主管部门；

对违反中央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

行为，专员办依法做出处理。对就地缴库非税收入混库问

题，专员办有权责令就地调库；

对无权处理的事项，专员办应及时报告财政部做出处

理，或移送其他有权部门做出处理。

第三十条  按照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追究

有关单位人员行政责任的，专员办应填写《追究有关责任人

员责任建议书》，移送有关部门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

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

第三十一条  专员办违反本办法，未履行中央非税收入

监督管理职责的，给予通报批评；专员办工作人员违反本规

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各地专员办，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

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和加强企业年度会计

报表审计工作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2004 年1 月17 日  财政部  财企〔2004〕5 号发布）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各中央管

理企业：

为了进一步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充分发挥社会中介

机构在企业财务会计监督中的作用，规范企业年度会计报表

审计管理行为，我们根据《国务院关于整顿会计工作秩序进

一步提高会计工作质量的通知》（国发〔1996〕16 号）第二

条的规定，在总结近年来企业实行年度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

审计制度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企业

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形势要求，重新制定了《关于改进和加强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工作管理的若干规定》。现予印发，

请遵照执行。

《关于改进和加强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工作管理的若

干规定》施行后，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

注册会计师审计暂行办法》（财经字〔1998〕114 号）、《关

于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若干问题的通知》

（财企〔2000〕905号）和《财政部关于国有企业年度会计

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财企〔2001〕

707 号）同时废止。

附件：

关于改进和加强企业年度会计报表

审计工作管理的若干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质量，加强和改进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

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整顿会计工作秩序进一步提高会计

工作质量的通知》关于依法实行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制度

的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除第三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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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特殊行业企业以外的各类国有及国有控股的非金融企业

（以下统称为“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和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国家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的企业，其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按照

所在地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第三条  以下特殊行业的国有企业暂不实行年度会计报

表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

（一）继续保留或者封存军工科研生产能力的军工企业

（不包括其投资兴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品企业）；

（二）监狱劳教企业、边境农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

黑龙江垦区所属农业企业。

第四条  企业承担国家物资、粮食、棉花及副食品等储

备业务的，其特准储备物资和特准储备资金以及享有特殊政

策的相关业务执行情况，以主管财政机关审批结果为准。

第五条  企业应当主动配合注册会计师实施的年度会计

报表审计，按业务约定书的要求提供审计相关资料，并对所

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做出承诺，承担相应的会计责任。

第六条  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根据《独立审

计准则》和其他执业规范的规定，按照“独立、客观、公

正”的原则执行审计业务，按业务约定书的要求出具审计报

告，并对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章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

管理的一般要求

第七条  企业委托审计，应当根据董事会或者经理（厂

长）办公会的决定进行委托。

企业集团所属全资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业务，由集团

公司统一委托。

尚未实行与政府主管部门脱钩的企业，以直接向政府主

管部门报送年度会计报表的企业为单位，统一委托会计师事

务所对所属企业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

第八条  企业应当在9月底之前委托或者变更委托会计

师事务所，并与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签订业务约定书，明确委

托审计的范围、内容、双方的权利与责任、收费金额与付款方

式、违约责任，并为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审计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九条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和境

内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进行。

企业必须根据拥有的资产规模、子公司数量及其地区分

布和业务特点，选择具有相应的注册会计师人数、执业经

验、审计能力的会计师事务所。

任何单位不得排挤、限制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除企业集团公司外，不直接支付审计费用的任何部门、

机构，不得要求或者授意企业委托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也

不得给企业委托审计设置障碍。

第十条  接受企业委托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接的审

计业务必须由本所的注册会计师完成，不得分拆后转给其他

会计师事务所承担。

第十一条  企业集团公司统一委托审计，按照“公正、

公开、公平”的原则，制定具体管理办法和操作程序，采取

招标等透明、合理的方式选择一家或者多家会计师事务所，

并事先以一定方式发布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

第十二条  企业集团公司选择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实行联

合审计的，应当确定牵头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并协助牵头

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制定集团审计方案，组织子公司或者所

属企业配合实施。

第十三条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按照“谁委托、谁

付费”的原则支付审计费用。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费用标准，按照被审计企业当地

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企业对于上年委托审计的、符合本规定第九

条规定且没有出现违纪违规问题的会计师事务所，一般不应

随意变更；需要变更的，须说明理由，并予披露。

为同一企业连续执业 5 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企业应当

要求会计师事务所予以更换。

第十五条  企业在审计年度内实施企业改革，需要进行

整体资产评估或者财务咨询等，不得将年度会计报表审计业

务委托给执行资产评估或者财务咨询业务的同一家会计师事

务所或者相同出资人的会计师事务所。

第十六条  审计业务约定书签订后，企业应当在每年

10 月 31 日以前向主管财政机关办理备案手续，其中：中央

管理企业由集团公司向财政部企业管理机构备案；地方管理

企业向地方同级财政部门企业管理机构备案；尚未与政府主

管部门脱钩的企业，由政府主管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企业向主管财政机关备案，应当提交备案报告，说明集

团公司及其子公司选择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理由、约定的

审计范围、审计委托方式、审计付费标准等情况，并填报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备案表》（详见附）。

第三章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

审计的重点

第十七条  企业集团在委托审计时，对纳入年度会计报

表合并（或汇总）范围的子公司必须全部委托审计。对子公

司所属企业，或者个别行业性企业集团所属五级及其以下分

支机构，由注册会计师根据《独立审计准则》有关重要性的

规定进行审计。

第十八条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包括个别会计报表审

计和合并会计报表审计。

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个别会计报表为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的相关附表以及会计报表附

注；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包括合并资产负债表、合

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合并现金流量表以及会计报表附注。

对于尚未与政府主管部门脱钩的企业，政府主管部门应

当根据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企业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核汇

总，其审核后汇总的年度会计报表可以不再委托审计。

第十九条  企业应当按照《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

十四条的规定编写会计报表附注。对注册会计师为审计会计

报表所需的年度内全部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内部财务管理

制度和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方法、重大购销合同、重大投资

及融资合同、资产重组与企业改制等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或

者审批文件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应当及时提供，不得隐瞒或

者随意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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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依据《独立审计

准则》和其他执业规范对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实施审计，并应

当重点关注以下事项：

（一）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账龄情况及

其主要债务人，坏账处理及坏账准备提取办法；

（二）存货计价方法和存货跌价准备提取办法，存放时

间超过3 年的存货；

（三）长期待摊费用（递延资产）及无形资产的主要内

容、摊销办法及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提取办法；

（四）长期股权投资的项目、持股比例、核算方法和减

值准备提取方法以及投资损益的确认；

（五）固定资产主要类型、折旧年限、折旧方法及减值

准备提取办法；

（六）在建工程主要项目及其投资情况，在建工程减值

准备提取办法；

（七）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主要内容、账

龄3 年以上数额及主要债权人；

（八）应交税金的税种、税率及其本年发生额、年末余

额，所得税纳税调整事项；

（九）出口退税申报及其结果，享有税收返还、减免政

策以及财政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

（十）从事证券、期货、外汇交易业务占用资金、当年

损益的确认和浮动盈亏情况；

（十一）年初未分配利润调整事由、金额以及本年利润

分配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十二）提供担保、未决诉讼或仲裁等或有事项；

（十三）企业资产或者债务重组、企业改制、产权转让

等事项的决策、实施情况，及其对企业年度会计报表的影

响；

（十四）企业工资分配制度以及住房、医疗、养老制度

建立、实施情况和职工内部退养状况，及其对企业年度会计

报表的影响；

（十五）主管财政机关或者委托人要求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四章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

审计的实施管理

第二十一条  企业前一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报告被出具保

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应当向审计本年度

会计报表的注册会计师阐述年初数的调整事项，或者本年度

采纳审计意见情况，并提供相关资料。

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前期审计差异的调整情况，应当予以

关注，并在审计报告中予以恰当反映。

第二十二条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发现企业存在的财

务、税务、会计等处理失当或者差错，应当及时提请企业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调整。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对企业会计报表附注中的披露，

特别是本规定第二十条列明的审计重点关注事项存在异议，

或者企业已编制的会计报表未按审计意见调整，或者注册会

计师在审计中认为的其他重要事项，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恰当

反映。

第二十三条  企业不提供所需的财务会计资料及其他相

关资料，或者不予配合，导致年度会计报表不能如期正常审

计的，注册会计师应当依据《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处

理，并在审计报告中做出必要的说明。

第二十四条  企业在审计年度内实施合并、分立、改

组、改制、高层管理人员收购及其报酬分配制度、职工住

房、医疗、养老等制度改革，应当提供企业改革批准文件和

经批准的具体实施方案。

注册会计师应当充分关注企业改革措施是否符合国家有

关资产与财务、税务、会计处理等规定及其对年度会计报表

的影响，对企业披露企业改革事项不充分或者不符合国家有

关规定的，应当在审计报告中恰当反映。

第二十五条  企业在配合注册会计师实施年度会计报表

审计时，应当提供与经营决策、业务流程、资金收付、成本

控制、损失核销等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注册会计师对于注意到的影响企业资产安全或者会计信

息真实性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应当与委托人进行有效沟

通，并按照有关要求出具管理建议书。

第二十六条  企业集团公司在配合注册会计师实施年度

合并会计报表审计时，应当提供与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有关的

详细资料，包括合并工作底稿、关联交易核对资料、集团内

部统一会计政策调整资料、合并抵销事项以及前一年度合并

抵销资料。

注册会计师应当充分关注企业集团的合并范围、合并抵

销事项及其抵销方法，审验企业集团合并会计报表编制的合

规性。

第二十七条  现场审计工作结束后，注册会计师和会计

师事务所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按照《独立审计准则》和其

他执业规范出具审计报告。企业不得授意、强制要求注册会

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不实或者不当的审计意见以及提出

其他不合理要求。

第二十八条  接受集团公司委托牵头审计的会计师事务

所，应当协调参与审计的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共同实施总体审

计方案，负责全部审计工作的质量控制，同时出具总的审计

报告，并承担审计责任。

接受集团公司委托参与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密切

配合牵头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制定并实施总体审计方案，就

承担的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并承担相应的审计责任。

第五章  审计报告的管理

第二十九条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报告应当提供审计

情况说明。审计情况说明包括以下内容：

（一）接受委托审计的企业范围；

（二）前期审计差异调整情况；

（三）本年度审计未调整事项；

（四）本年度审计不确认事项；

（五）注册会计师认为需要说明或者恰当反映的其他事

项。
牵头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情况说明中，还应当

列明参与企业集团联合审计的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出具的

审计报告类型。

第三十条  牵头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总的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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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应当汇总反映各参与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有关审计情

况。

子公司会计报表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

定意见的，牵头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总的审计报告

时，应当考虑对集团公司合并会计报表构成的影响程度，并

决定总的审计报告应当采取的类型。

第三十一条  企业应当将审计报告连同经审计的年度会

计报表按规定报送主管财政机关、企业投资者以及其他有关

部门。

企业集团公司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报送时间

为次年4月 20 日之前。纳入企业集团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

围的子公司或者所属企业，其年度会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报

送时间，由集团公司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自行决定。

第三十二条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的，主管财政机关经过审核，应当责成企业根据国家有关企

业财务管理、会计制度的规定，改进财务管理或者调整账

务。

第三十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

意见审计报告的，企业应当陈述有关年度会计报表编制的有

关情况和意见。

主管财政机关可视企业的不同情况，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进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或者对企业进行会计整顿，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等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六章  财 政 监 督

第三十四条  主管财政机关对企业备案的资料和报送的

年度会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应当进行认真审核，加强企业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工作的监管。

第三十五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企业必须更改委托

审计：

（一）委托审计的主体不符合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

（二）委托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不符合本规定第九条规

定，导致审计计划不能完全实施的；

（三）委托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规定，

将承揽的审计业务分拆转给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四）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没有充分理由，

随意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五）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将审计业务委托给执

行资产评估、财务咨询业务的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或者相同

出资人的会计师事务所的；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内容虚假，

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七）会计师事务所不能履行业务约定书，导致企业年

度会计报表披露事项严重缺失，或者存在重大信息偏差的。

第三十六条  经审计的年度会计报表，对本规定第十九

条、第二十条规定的事项披露不全的，或者审计报告组成内

容不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主管财政机关应当退回

企业，同时通知会计师事务所，要求补充审计。

第三十七条  企业不委托审计，或者在审计过程中不提

供有关财务会计资料及其相关资料，或者不给予有效配合，

导致注册会计师不能有效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从而影响审

计报告的出具及其使用的，主管财政机关应当责令企业重新

实施审计，并可予以通报批评。

第三十八条  主管财政机关按照本规定第三十五条、第

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处理的，企业应当自主管财政机

关处理决定生效之日起30 个工作日内执行完毕。

企业执行主管财政机关的处理决定，需要增加审计费用

的，由企业承担。

第三十九条  企业发生以下行为之一的，主管财政机关

可以按照《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追

究企业直接责任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一）不委托或者拒绝接受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提供虚假的年度会计报表及相关会计资料和文件；

（三）在审计中不提供有关财务会计资料和文件、不配

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妨碍注册会计师执业；

（四）授意、强制要求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内容不实或者虚假的审计报告。

第四十条  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规定，发

生以下情形之一的，主管财政机关一经查实，可予以通报谴

责：

（一）低价承揽业务导致不能完全实施审计程序的；

（二）将审计业务分拆转给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的；

（三）超出审计能力承揽业务导致不能按期完成审计计

划的；

（四）提供的审计报告不符合本规定规定的。

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执业

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及其他有关规定

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各级财政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

法》的规定组织开展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并按规定

向全社会发布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

第四十二条  各级财政机关的有关工作人员在企业年度

会计报表审计监管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权谋私，或者

泄露商业秘密给企业造成损失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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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全国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的通知

（2004 年 1 月30 日  财政部  财综〔2004〕6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

务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中央管理企业：

为了加强政府性基金监督管理，根据法律、行政法规、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件，以及财政部有关规定，我们编制了

《全国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见附件，以下简称《基金目

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金目录》中所列的政府性基金项目为本通知发

布之前法律、行政法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件规定，以及

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批准的正在执行的向社会征收的全国政

府性基金项目（包括资金、附加、专项收费，下同），不包

括通过财政预算拨款建立的基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

愿捐赠、赞助设立的基金，基金会募集建立的基金，通过社

会统筹建立的社会保障基金，以及行政事业单位按照国家财

务会计制度规定建立的专项基金。政府性基金具体征收范

围、征收标准、资金管理方式等，应分别按照《基金目录》

中注明的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征收期限按《财政部关于公布

保留的政府性基金项目的通知》（财综〔2002〕33 号）等有

关文件规定执行。

二、根据《财政部关于公布保留的政府性基金项目的通

知》（财综〔2002〕33号）的规定，按航空企业运输收入一

定比例征收的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执行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按照《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延长国家碘盐基金征

收期限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01〕74 号）的规定，

国家碘盐基金自2004 年 1月 21 日起停止征收。目前这两项

政府性基金均已到期，有关部门和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定停止

征收。

三、根据《财政部关于重新申报政府性基金项目的通

知》（财综函〔2002〕8 号）的规定，价格调节基金为重新

申报的政府性基金项目。鉴于价格调节基金涉及面广、情况

比较复杂，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专题调查，另行研究解

决办法。

四、截至本通知发布之日，全国政府性基金项目以《基

金目录》为准，凡未列入《基金目录》的政府性基金项目，

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都应当停止执行，公民、法人和其他

社会组织有权拒绝支付。本通知发布后新设立的政府性基金

项目，统一按照国务院或财政部文件规定执行。

五、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一律以本通知规

定为准。

附件：

全国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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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

（2004 年 2 月5 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2004〕39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

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进一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经国务院批准，现将有

关教育的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关于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

1.对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

免征营业税。

2.对学生勤工俭学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3.对学校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4.对托儿所、幼儿园提供养育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

营业税。

5.对政府举办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不含下属单

位）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收入，收入全部归该学校所

有的，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6.对政府举办的职业学校设立的主要为在校学生提供

实习场所、并由学校出资自办、由学校负责经营管理、经营

收入归学校所有的企业，对其从事营业税暂行条例“服务

业”税目规定的服务项目（广告业、桑拿、按摩、氧吧等除

外）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7.对特殊教育学校举办的企业可以比照福利企业标准，

享受国家对福利企业实行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8.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

向教育事业的捐赠，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

扣除。

9.对高等学校、各类职业学校服务于各业的技术转让、

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

服务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10 .对学校经批准收取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或财政预

算外资金专户管理的收费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学校取得的

财政拨款，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用于事业发展的专

项补助收入，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11.对个人取得的教育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

得税；对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布的教育方面的奖学

金，免征个人所得税；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

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个人奖励，获奖人在取得股份、出

资比例时，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取得按股份、出资比例分

红或转让股权、出资比例所得时，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对国家拨付事业经费和企业办的各类学校、托儿所、幼

儿园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对

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学校所立的书据，免征印花税。

三、关于耕地占用税、契税、农业税和农业特

产税

1.对学校、幼儿园经批准征用的耕地，免征耕地占用

税。享受免税的学校用地的具体范围是：全日制大、中、小

学校（包括部门、企业办的学校）的教学用房、实验室、操

场、图书馆、办公室及师生员工食堂宿舍用地。学校从事非

农业生产经营占用耕地，不予免税。职工夜校、学习班、培

训中心、函授学校等不在免税之列。

2.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

地房屋权属用于教学、科研的，免征契税。用于教学的，是

指教室（教学楼）以及其他直接用于教学的土地、房屋。用

于科研的，是指科学实验的场所以及其他直接用于科研的土

地、房屋。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劳动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并颁发办学许可证，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

团体及其他社会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

社会举办的学校及教育机构，其承受的土地、房屋权属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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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免征契税。

3.对农业院校进行科学实验的土地免征农业税。对农

业院校进行科学实验所取得的农业特产品收入，在实验期间

免征农业特产税。

四、关于关税

1.对境外捐赠人无偿捐赠的直接用于各类职业学校、

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的教学仪器、图书、资料和

一般学习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上述捐赠

用品不包括国家明令不予减免进口税的 20 种商品。其他相

关事宜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扶贫、慈善性捐赠物资免征进口

税收暂行办法》办理。

2.对教育部承认学历的大专以上全日制高等院校以及

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学校，不以营利为目

的，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科学研究和教学

用品，直接用于科学研究或者教学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

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不包括国家明令不予减免进口税的

20 种商品）。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的范围等有关具体规定，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

规定》执行。

五、取消下列税收优惠政策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

政策的通知》〔（94）财税字第001号〕第八条第一款和第三

款关于校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所得免征所得税的规定。其

中因取消所得税优惠政策而增加的财政收入，按现行财政体

制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分享，专项列入财政预算，仍然全部用

于教育事业。应归中央财政的补偿资金，列中央教育专项，

用于改善全国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和资助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应归地方财政的补偿资金，列省级教育专

项，主要用于改善本地区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和资助农村家

庭经济困难的中小学生。

2.《关于学校办企业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1994〕156号）第三条第一款和第三款，关于校办企业生

产的应税货物，凡用于本校教学科研方面的，免征增值税；

校办企业凡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所提供的应税劳务免征营

业税的规定。

六、本通知自 2004 年 1 月1 日起执行，此前规

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通知

（2004 年 2 月 13 日  财政部  财法〔2004〕2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为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

许可法）的贯彻实施，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 <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的通知》（国发〔2003〕23 号）、《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安排的通知》（国

办发〔2003〕99 号）和全国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会议

精神，现就财政部门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作如下安排：

一、认真学习和大力宣传行政许可法

各级财政部门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要带头

学习行政许可法，并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座谈会、知识

竞赛、编辑宣传文章等多种形式组织好本单位的学习宣传活

动，使财政机关工作人员都能了解、掌握这部法律。

各级财政部门要在“四五”普法计划中增加行政许可法

的内容，在财政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复试、岗位培训中增加

行政许可法的内容。

各级财政部门要对从事行政许可清理和实施行政许可的

工作人员集中进行培训。

各级财政部门法制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机构要具体组织

好行政许可法的学习、宣传和培训工作。

二、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进一步做好财政

行政审批事项的清理工作

各级财政部门要对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对现有行政审

批项目进行复核。对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设定的行政审

批项目，逐项提出处理意见，确需保留的要说明理由。

待国务院批准后，各地方财政部门应对照财政部的行政

许可项目，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着手清理本级的行政许可

事项，做好上下衔接工作。

在项目清理过程中，对于省级和省级以下各级政府规范

性文件设定的行政审批项目原则上都要取消；

对地方性法规和省级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审批项目，要

依照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原则做出处理。

对财政部及其各司局设定、由地方财政部门实施的行政

审批项目，各地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对由财政部内设司局文件设定的行政审批项目，一

律取消；

2.对财政部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设定的、国务院已

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个别因情况特殊确需要保留的，

由有关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设定；对财政部部门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设定的、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在决定取消时应

与财政部充分协商后做出处理。

各地方财政部门的行政许可项目清理工作应根据本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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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部署按期完成。

三、抓紧做好有关行政许可规定的清理工作

财政部正在抓紧清理现行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即：对

与行政许可法规定不一致的，依照行政许可法规定予以修改

或废止；对确需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向国务院提出立法

项目建议，依法上升为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也应抓紧对行政许可规定的清理工

作，将清理结果报本级政府并抄报财政部。

省级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财政行政许可事项，

按省政府要求确需保留的，要及时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与

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相抵触的，要抓紧修改。

凡与行政许可法规定相违背的、由财政部制定或财政部

与其他部委联合制定的财政行政许可规定，2004 年 7 月 1

日起一律停止执行。

各级财政部门对已公布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的条件、程

序和期限等规定，待行政许可规定和实施机关清理确定后，

按法定程序在媒体上分期公布。

四、依法清理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二十四条的规

定，行政许可原则上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

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不得行使行政许可权；没有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行政机关

实施行政许可。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规

定，并根据国务院对行政审批项目处理决定，抓紧清理现行

各类财政行政许可的实施机构。

1.对保留的行政许可事项，财政机关内设机构以自己

名义实施的，应当纠正，改为以财政机关名义实施。

2.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授权的组织实施

财政行政许可的，应当纠正。

3.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依据，财政机关自行委

托实施行政许可的，该财政机关应当收回行政许可实施权。

其中，确有必要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要制定

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规章。

4.由于机构改革和部门职责调整导致财政行政许可实

施机关发生变化的，按照新的部门职责分工，由履行该职责

的部门实施行政许可。

清理后确定保留的财政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名单分别以国

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公布为准。

五、加强配套制度的建设工作

各级财政部门应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建立和完善下

列制度：

1.统一受理财政行政许可申请、统一送达财政行政许

可决定的制度；

2.受理、审查、听取行政许可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意

见等财政行政许可事项的具体工作程序和制度；

3.财政行政许可事项的听证制度；

4.实施财政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制度；

5.实施财政行政许可的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6.涉及财政行政许可的申诉、检举制度；

7.涉及财政行政许可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

各级财政部门要在2004 年7 月 1 日前制定并予以公布

上述各项制度。

六、加强对行政许可的制约监督

各级财政部门要对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逐项进行研究，

制定加强制约监督的措施和办法。适时开展对行政许可实施

情况的专项检查，重点对是否依法设定行政许可、实施主体

是否合法、是否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等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违

法实施行政许可的要坚决予以纠正。

各级财政部门应按照《关于建立和完善财政行政复议、

行政应诉和行政处罚案件统计报告制度的通知》 （财法

〔2000〕38号）的要求，对涉及财政行政许可的行政复议和

行政诉讼案件定期进行统计、分析，省级财政部门应将本地

区的统计分析情况上报财政部。

各级财政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要加强财政规范性文件的备

案审查工作，发现与行政许可法不一致的，要依法做出处理。

七、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收费的法定原则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除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各级财政部门在实施行政许可和对

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各级财

政部门所提供的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不得收费。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收取费用的，要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严格按照

行政许可法审批管理行政许可收费的通知》（财综〔2004〕2

号）文件规定办理。收费收入必须按规定全额缴入国库，纳入

部门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任何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各级财政部门要加

强预算编制管理和资金拨付工作，提高服务意识和工作效率，

根据当年批准的预算和程序及时拨付资金，不得以任何形式

向行政机关返还或者变相返还实施行政许可所收取的费用。

八、切实保障实施行政许可所需经费

各级财政部门要对本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经费给

予保障，防止将行政机关的预算经费与实施行政许可收费挂

钩。坚决杜绝行政机关通过实施行政许可违法收费以解决办

公经费、人员福利等问题。

九、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加强财政

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对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各级财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新时期财政法制工作的重要

性，把加强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摆到财政工作

的重要位置，列入重要议程。当前，要通过实施行政许可法，进一

步加强财政立法、执法和执法监督工作，切实提高财政部门依法

行政、依法理财的能力和水平。财政法制工作机构在这方面负有

重要责任。各级财政部门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解决财

政法制工作机构在机构、人员、经费方面的困难，充分发挥其协助

本级财政部门办理法制事项的参谋、助手作用。财政法制工作机

构也要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提高自身的素质，积极

履行好在依法行政方面的法律顾问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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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的通知

（2004 年 2 月25 日  财政部  财企〔2004〕20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上海、

深圳、青岛市国资委（办）：

为规范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行为和职业道德行为，提高

注册资产评估师职业道德素质，保证执业质量，明确执业责

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资产评估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中

国资产评估协会制定了《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已经我部同意，现

予以发布，自2004 年5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1：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行为，保证执业质

量，明确执业责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资产评估各方当事

人合法权益，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资产评估，是指注册资产评估师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

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的行为

和过程。

本准则所称注册资产评估师，是指经过国家统一考试或

认定，取得执业资格，并依法注册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

第三条  本准则所称资产评估准则，包括资产评估基本

准则、资产评估具体准则、资产评估指南和资产评估指导意

见。

第四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遵守

本准则。

第五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与价值估算相关的其他业

务，可以参照本准则。

第二章  基 本 要 求

第六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第七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勤勉

尽责，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八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经过专门教育和培训，具

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胜任所执行的评估业务。

第九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可以聘请

专家协助工作，但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确信专家工作的合理

性。

第十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对业务助理人员进行指

导，并对业务助理人员工作结果负责。

第十一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采用不

同于资产评估准则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时，不得违背本准则的

基本要求，应当确信所采用程序和方法的合理性，并在评估

报告中明确说明。

第三章  操 作 准 则

第十二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根

据业务具体情况履行适当的评估程序。

第十三条  评估程序通常包括：

（一）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二）签订业务约定书；

（三）编制评估计划；

（四）现场调查；

（五）收集评估资料；

（六）评定估算；

（七）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

（八）工作底稿归档。

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随意删减评估程序。

第十四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根

据评估目的等相关条件选择适当的价值类型，并对价值类型

予以明确定义。

第十五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熟知、理解并恰当运用

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第十六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根

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三

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评估方法，形成合

理评估结论。

第十七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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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合理使用评估假设，并在评估报告中披露评估假设及其对

评估结论的影响。

第十八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形

成能够支持评估结论的工作底稿。

第四章  报 告 准 则

第十九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在执行必要的评估程序

后，编制并由所在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

第二十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在评估报告中提供必要

信息，使评估报告使用者能够合理理解评估结论。

第二十一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

况，提供能够满足委托方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合理需求的

评估报告。

第五章  执 业 责 任

第二十二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

对评估结论的合理性承担责任。

第二十三条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

发表专业意见，是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提供必要的资料

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

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

证。
第二十四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

关注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并在评估报告中对评估对象法律

权属及其证明资料来源予以必要说明。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

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评估机构在执行资产评估业务过程中应当

遵守本准则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可以根据本准则发布资

产评估具体准则、资产评估指南和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第二十七条  本准则自2004 年5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注册资产评估师职业道德行为，提高注

册资产评估师职业道德素质，维护注册资产评估师职业形

象，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遵守

本准则。

第三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与价值估算相关的其他业

务，可以参照本准则。

第四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指导业务助理人员和专家

遵守本准则。

第二章  基 本 要 求

第五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诚实正直，勤勉尽责，恪

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六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第七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维护职业形象，不得从事

与注册资产评估师身份不符或可能损害职业形象的活动。

第八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独立

进行分析、估算并形成专业意见，不受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

的影响，不得以预先设定的价值作为评估结论。

第九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合理

使用评估假设，并在评估报告中披露评估假设及其对评估结

论的影响。

第十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在评估报告中提供必要信

息，使评估报告使用者能够合理理解评估结论。

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出具含有虚假、不实、有偏见或具

有误导性的分析或结论的评估报告。

第十一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遵守保密原则，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委托方书面许可，不得对外提供

执业过程中获知的商业秘密和业务资料。

第十二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采用欺诈、利诱、强迫

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

第十三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利用执业便利为自己或

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四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在评估机构执业，不得

以个人名义执业，也不得同时在两家或两家以上评估机构执

业。

第十五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形

成能够支持评估结论的工作底稿，并按有关规定管理和保存

工作档案。

第十六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签署本人未参与项目的

评估报告，也不得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签署评估报告。

第十七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接受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的管理，履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规定的义务。

第三章  专业胜任能力

第十八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经过专门教育和培训，

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胜任所执行的评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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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接受后续教育，保持和

提高专业胜任能力。

第二十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如实声明其具有的专业

胜任能力和执业经验，不得对其专业胜任能力和执业经验进

行夸张、虚假和误导性宣传。

第二十一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可以

聘请专家协助工作，但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确信专家工作的合

理性。

第四章  与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关系

第二十二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与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之

间存在可能影响注册资产评估师公正执业的利害关系时，应

当予以回避。

第二十三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不得

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进行误导和欺诈。

第二十四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履行业务约定书中规

定的义务，竭诚为委托方服务。

第二十五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向委托方或相关当事

方索取约定服务费之外的不正当利益。

第二十六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与委托方进行必要沟

通，提示评估报告使用者合理理解并恰当使用评估报告，并

声明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

第五章  与其他注册资产评估师的关系

第二十七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在执行资产评估业务过程

中，应当与其他注册资产评估师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

第二十八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贬损或诋毁其他注册

资产评估师。

第二十九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以恶意降低服务费等

不正当的手段与其他注册资产评估师争揽业务。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评估机构在执行资产评估业务过程中应当遵

守本准则的相关规定。

第三十一条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可以根据本准则发布资

产评估职业道德具体准则。

第三十二条  本准则自2004 年5 月 1 日起施行。

关于做好整顿统一着装工作的实施意见

（2004 年 3 月 1 日  财政部  监察部  国务院纠风办  财行〔2004〕15 号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整顿统一着装的通知》（国办

发〔2003〕104 号）的要求，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对统一着装

进行整顿。现就整顿工作提出如下具体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整顿统一着装工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针对目前统一

着装中存在的“过多”、“过乱”以及仿制等社会反映突出的

问题，本着“谁着装、谁纠正”的原则，由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和国务院有关着装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认真清理整顿，坚

决制止乱着装行为，维护制式着装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整顿范围

统一着装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履行职能和行政执

法需要，统一穿着由国家规定的制式服装。统一着装批准权

限在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均无权批

准。整顿范围包括：

（一）未经国务院批准的着装部门及人员；

（二）经国务院批准着装的，部门擅自扩大着装范围的

人员（经国务院批准的着装部门及人员名单，见附件1）；

（三）凡统一配发与国务院批准的统一制式服装颜色、

式样雷同的行业标志服或工作服的行业及人员。

三、整顿方式和实施步骤

（一）整顿方式。由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着装部门

采取自上而下、条块结合，自查自纠为主与重点检查抽查相

结合的方式，对本地区、本部门的统一着装问题进行整顿。

（二）实施步骤。整顿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准备和发动阶段（2004 年 4 月底以前）。各地区和有关

部门对本地区、本部门存在的违规着装问题进行摸底调查，

制定整顿方案，对整顿工作做出部署，并将整顿方案和办事

机构负责人及联系电话，报财政部、监察部和国务院纠风

办。

自查自纠阶段（2004 年 6 月底以前）。各地区和有关部

门对违规着装人员进行自查自纠，提出明确的纠正期限，但

最迟不得超过 8 月底。收回已经发放的制式服装及其标志，

由部门和单位集中交同级整顿统一着装办事机构。

检查抽查阶段（2004 年 9 月底以前）。由财政部、监察

部和国务院纠风办等有关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重点地区

和部门进行检查和抽查。各地区、各着装部门也要对所辖区

域和本系统的整顿情况开展重点检查。

总结报告阶段（2004 年 10 月底以前）。各地区和各着

装部门要在10月 15 日前向财政部、监察部和国务院纠风办

报告整顿情况。除报送详细的文字材料外，要如实填报“整

顿统一着装情况统计表”并附软盘（附件 2）。财政部、监

察部和国务院纠风办将全国整顿统一着装情况向国务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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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四、整顿工作的要求

（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整顿统一着装，是国务院

做出的重要决定，对于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规范

行政执法行为，维护制式着装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树立执法

部门的良好形象，节减各级政府财政开支，具有重要的意

义。各地区、各部门要站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坚持“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高度，充分认识整顿工作

的重要性，切实做好整顿统一着装工作。

（二）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整顿

工作由财政部、监察部和国务院纠风办负责。成立整顿统一

着装办公室，负责整顿工作的安排部署、督促检查和汇总报

告。办公室设在财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

国务院各着装部门要加强对整顿统一着装工作的领导，成立

整顿统一着装办事机构，具体负责整顿工作。

（三）突出重点，加强监督。整顿统一着装工作要从国

务院各着装部门抓起，重点整顿未经国务院批准着装的、擅

自扩大着装范围的着装部门及人员。同时，也要对社会有关

单位所配发的行业标志服或工作服与国务院批准的统一制式

服装颜色、式样相雷同的行业及人员着装进行纠正。

经自查自纠收回的制式服装及库存服装，交由同级整顿

统一着装办事机构统一处理。对收回的帽徽、臂章、肩章、

大沿帽等制式标志，由同级整顿统一着装办事机构统一销

毁。

各地区、各着装部门要加强对整顿工作全过程的督促检

查和指导。要加强对整顿统一着装工作的宣传报道，经国务

院批准统一着装的部门和人员名单以及监督举报电话，要向

社会公布，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各地区整顿统一着

装办事机构要及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

（四）严肃纪律，纠正和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各地区、

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整顿统一着装工作的各项要

求，进一步明确政策界限，严肃纪律，纠正和查处各种违规

违纪行为，确保整顿工作如期完成。

对2004 年 8月底以前，通过自查自纠解决了“过多”、

“过乱”和仿制等问题，并已脱装的地区和部门，不再追究

单位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对群众反映强烈、不认真自查自纠，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的地区和部门，要及时督导，责令其限期整改。

对拒不整改以及在2004 年 1 月 1 日以后，仍然我行我

素，继续批准违规着装的地方和部门，要严肃查处。对负有

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人员，要按照党纪政纪的有关规定追

究责任，典型案件要予以通报，并在新闻媒体公开曝光。

附件：

经国务院批准的统一着装部门及人员名单

一、公安部门

属于人民警察建制并授予警衔的在编人民警察。

二、国家安全部门

国家安全机关以公开身份执行逮捕或追捕任务并授予警

衔的在编警察。

三、司法部门

监狱、劳教部门负责监狱、劳教管理工作并授予警衔的

在编警察。

四、法院系统

法院系统在编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书记员和司法警

察。

五、检察院系统

检察院系统在编的检察员、助理检察员、书记员和司法

警察。

六、海关系统

属于海关建制并授予关衔的工作人员和缉私警察。

七、税务系统

国税和地税系统直接从事征税的工作人员。

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直接从事市场监督、检查的工作

人员。

九、国家质检部门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在口岸从事检验检疫的工作

人员。

十、卫生部门

卫生部门直接从事食品卫生监督的专职工作人员。

十一、农业部门

1.沿海、边境水域和内陆水域从事渔政监督检查任务

的专职渔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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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事农业植物检疫的专职人员；

3.对外开放港口从事涉外渔船检验和渔港监督的专职

人员。

十二、林业部门

从事森林植物检疫的专职人员。

十三、交通部门

1.对外开放港口从事港务监督的外勤工作人员和对外

籍船舶检验的专职人员；

2.内河港务监督工作人员。

十四、国家海洋部门

国家海洋局所属海洋调查船队和从事海监船工作的专职

人员、船员。

关于规范收费管理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通知

（2004 年 3 月16 日  财政部  财综〔2004〕17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4〕1 号）的有关规定，进一

步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

增加收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低畜禽及畜禽产品防疫检疫费用，保护

畜禽养殖农户和养殖企业的积极性

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全国性及中央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

核处理意见的通知》（财综〔2003〕89号）和《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涉及农民负担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3〕2353号）的规定，取消对畜禽饲养、屠

宰、购销、贮存以及畜禽产品生产、加工、购销、仓储单位

和个人收取的兽医卫生条件考核、发证和定期技术监测收

费，并将有关畜禽及畜禽产品检疫收费标准降低 30% 。有

条件的地方，要进一步降低畜禽及畜禽产品防疫检疫收费标

准或免收畜禽及畜禽产品防疫检疫费，切实减轻畜禽养殖农

户和养殖企业负担。

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落实《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对家禽业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财综明电〔2004〕1 号）的规定，对家禽养殖、加工企业

和养殖农户在规定期限内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

收费，减轻高致病性禽流感对我国家禽业造成的负面影响，

扶持家禽业发展。

二、规范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支持农产品

出口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

办法》（发改价格〔2003〕2357号）从2004 年4月1日起开

始实施。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办法》，取消了部分不

合理和重复设置的收费项目，降低了过高的收费标准。各级

财政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政策的

贯彻落实，支持农产品出口；要避免出入境检验检疫与国内

动植物检疫重复交叉、重复收费。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性质

严格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出入境检验检疫收

费问题的复函》（财综〔2003〕77号）规定执行。

三、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减免部分收费，鼓

励农民通过从事个体经营增加收入

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财综〔2003〕89 号文件规定，对

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农用三轮车、农用拖拉机免收公路运输管

理费，并降低拖拉机号牌费的收费标准，对自产自销农副产

品的农民免收集贸市场管理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进

一步制定鼓励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收费优惠政策，对合法经

营的农村流动性小商小贩，免收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个

体工商户管理费；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减收部分个体工商

户注册登记费、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有条

件的地方也可以全部免收，具体减免办法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财政部门商有关部门制定。

四、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

合理收费，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

各地区要严格执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

关于公布农民建房收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04〕5

号）规定，对进城就业的农民除收取每证最高不超过5 元的

《暂住证》工本费（其中发放暂住证卡的，收取暂住证卡工

本费，含集成电路的证卡每张最高不超过 20 元，不含集成

电路的证卡每张最高不超过 15 元）和每证最高不超过 5 元

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工本费外，其他专门面向进城就业

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一律取消。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财政部门要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工作，逐项落实《国家计

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

知》（计价格〔2001〕2220 号）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公

布取消的涉及进城就业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坚决取

消对进城就业农民收取的健康证工本费、审查费、工资管理

费、临时工管理费、劳动力管理费、调配费、卫生费等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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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项目，清退向农民违规收取的款项，防止变换手法继续向

进城就业农民乱收费。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将进城就业农民

的治安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支出范围，严禁向进

城就业农民或农民工所在单位收取治安联防费。各地在开展

农民工培训和技能鉴定时，不得强制培训、强行收费。对在

城市中小学就学的农民工子女，其负担的学校收费项目和标

准要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杂费、

学费、住宿费和课本费外，一律不得收取借读费、择校费，

更不得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或向农民工摊派其他费用。对经

济困难的农民工子女就学要酌情减免费用。

五、继续规范面向农民的收费管理，防止农民

负担反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要按照财综〔2003〕89

号文件规定，继续清理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

准，取消各种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降低过高的收费

标准。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外，“十五”期间继续停止审

批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各级财

政部门要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继续做好农民建房收费、农

村义务教育收费、农业生产性费用等专项治理工作。要建立

健全面向农民的收费公示制度，提高公示质量，防止将不合

法收费纳入公示范围，要将收费公示制度落实到每个乡

（镇）、每个村，使每个农户都能了解和掌握收费情况。要加

强对县、乡（镇）、村面向农民收费的监督，坚决纠正和查

处县、乡（镇）、村违反规定向农民的各种乱收费、乱集资

和摊派行为，尤其是巧立名目变相的乱收费、乱集资和摊派

行为，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促进

农民增加收入的一项重要措施。各级财政部门要从贯彻落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通过加强监督检查，认真扎实地落实本通知各项

规定。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在2004年12月31

日前将贯彻落实本通知的有关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财政

部。

关于发布 2003 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

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的通知

（2004 年 3 月19 日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综〔2004〕21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计委（发改委）、物价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党中央有关部门，各中央管理企业：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 2003 年国务院和财政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物价局）批准设

立、调整、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情况，我们在《2002

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的基

础上，编制了《2003 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目录》（见附件，以下简称《收费目录》）。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收费目录》中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包括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经国务院或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国

家计委、原国家物价局）批准，截至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

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其具体征

收范围、征收标准及资金管理方式等，应分别按照《收费目

录》中注明的文件依据执行。其中，加▲的项目为涉及企业

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二、200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一律以《收费目录》为准；凡未列

入《收费目录》以及《收费目录》所列文件依据中未规定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拒绝

支付。2004 年1 月 1 日以后，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新

增或调整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或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有关规定执行；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新增或调整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按照省、

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性法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及其所属财政、价格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应当会同价格主管

部门，在本通知规定《收费目录》的基础上，统一按照《收

费目录》格式，编制本行政区域内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经

国务院或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物

价局）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性法规规定，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同时，在目录中注明哪些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涉及企业负担，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

公布，并于2004 年 4 月 30 日前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备案（用 EX CE L 汇总，报软盘或通过电子邮件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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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3 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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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改革谱写广西财政发展新篇章

团结协作、 开拓创新的广西财政厅 领导集体

  党组 书记 、厅 长 刘铭达（中），党组成 员、副

厅 长李代信 （右三）、党组成 员、副厅 长李崇王

（左三 ）， 党组成 员，副厅 长张忠 国 （右二 ）， 党

组成 员、副厅 长关礼 （左二）、党组成 员、副厅

长席鸿康 （右一），助理巡视 员曾秋莲（左一）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上一次重大变革。10年来，广西财政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的总体要求，不断创新理财思路，强化财政管理，推进财政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全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十

年分税制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为广西财政在新世纪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财政收支保持了较快增长，财政实力逐步增强

1994 — 2003 年，全区财政收入（含 上划中 央两税收入）由

111.93 亿元增加到 34 1.42 亿元，年 均增 长 13.19% ；财政收 入

占 G D P 比重（当年价）提高到 12.5 % ，人均财政收 入年均递增

19.36 % ；全区财政 支出年均增长 15.12% ；人均财政 支出年均

递增 14.03% 。

二、初步理顺了自治区以下财政分配关系，调动了各级政府

理财的积极性

广 西通过调整和完善自 治区以下财 政体制，从体制 上调

动各地市发展经济，增收 节支的积极性。一 是从1996年起，对

原体制上解地市分步取消了上解递增，上解递增比例实行减

半递增。二 是从 1997 年起，自 治区 对民族自治县 “两税”增

量中 央返还部分不再参与分享，并 将自 治本级原分享的四项

共享收 入全额留给民族自治县。三 是从 1998 年起，取消上解

递增办法，以 后年度均以 1997 年实际上解数额为基础，实 行

定额上解。四 是从200 1年起对现行财政体制进行 了较大的调

整，主 要是：调整自治区本级对地市税收增 量返还系数。取消

原财政包干体制下的地市对自治区 本级作贡献上解；取消地市

农业税倒 “三 七”上 解与农业税提价增收 上解 ，缓解 农业大县

的财政困难； 取消自 治区 本级对地市的城市教育费附加集中上

解等。

三、建立了比较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缓解了基层财政困难

实行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为 了帮助地市尤其是基层缓

解财政困 难，广西进一 步完善自 治区 对市的过渡期转移 支付制

度，增强市（县）保障能 力，缓解财政困 难，改 善财政状况。

在完善转移支付补助办法的同时 ，自治区本级逐年增加 了

对地市过渡期转移 支付规模，在继续对少数民族自治县、边境

县、革命 老区 和原财政困 难县给予倾斜照顾的 基础 上，适当向

原来经济基础较好、但近年陷 入财政困境的桂中、桂东南和沿

海地区转移。增加了对地市的专项转移 支付补助额。这些措施

的实施，极大地缓解了 基层财政困 难，保证 了基层政权的 正常

运转和社会稳定。

全区财政工作会议会场 广西财政厅厅 长刘铭达（右二）率调研组在

贺州市贺达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调研

广西财政厅厅 长刘铭达 （左四）率调研组

在来宾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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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财政
锐意改革   勇于创新  工作成效显著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财政局围绕建设公共财政体系的总体目标，锐意改革，大胆实践，财政实力

日益壮大，财政运行平稳迅捷，财政监管卓有成效，资金效益明显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增长，

走出了一条快速、健康发展的成功之路。2002年呼和浩特市实现财政收入32.49亿元，比上年增长

41.80% ；2003年实现财政收入40.49亿元，比上年增长24.63% ，在全国 27个省会城市中增速列在

前位。2002年 12月 25日，呼和浩特市财政局被人事部、财政部评为 “全国财政系统先进集体”，是

内蒙古自治区年内唯一获此殊荣的地市级财政局。

创新预算编制，规范预算管理

一是按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保重点，促发展”的方

针，在预算编制中全面实行了零基预算和综合预算，并制定

统一的定额标准，细化预算，提高了预算的科学性。同时采

用综合预算管理，将预算外资金和其它各项收入纳入单位的

预算，统筹安排，综合平衡，实现了财政对预算单位的全面

管理，从整体上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了财政综

合调控能力。二是围绕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预算管理体

系，2003年全面推行部门预算管理，向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目

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全面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

200 1 年呼和浩特市成立了全国 首家少数民族首府城市

“会计核算中心”。2003 年初根据国库支付制度改革需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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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核算中心”转型为“呼和浩特市财政集中授权支付中

心。”2004 年7 月财政局将“呼和浩特市财政直接支付中心”

和“呼和浩特市财政集中授权支付中心”合并，成立“呼和

浩特市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并正式启动银行清算系统。通

过国库集中支付中心，财政批准的用款额度经由国库支付系

统发布，通过财政网络系统只需几分钟用款计划就可以 下达

到预算单位。

强化非税收入征管、推行 “收支两条线”

一是科学界定非税收入范围，统一收费项目。按照国家

和自治区公布的收费项目目录，对全市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进行全面清理，撤消不合理不合法收费项目。对保留的

收费项目按照征收、预算、支付三分离式进行严格的规范管

理。二是完善制度建设，推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三是设

立专门机构，加强监管，防止非税收入流失。成立“呼和浩

特市财政非税收入征管中心”，专门负责非税收入的各项工

作。四是加强票据管理，从源头上防止非税收入流失。抽查

执收执罚单位的票据使用情况，针对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及

时查找原因，补上漏洞，做到从源头上控制非税收入的流失。

实施 “阳光工程”，推进政府采购

市财政局先后制定十多项规章制度，规范采购行为。凡

财政性资金的采购项目均纳入政府采购管理，采购资金实行

国库直接支付，有效地抑制了预算单位公共消费开支的随意

性，减少了中间环节，保证了采购资金的专款专用和采购合

同的正常履行。

规范税收征管秩序，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为加快市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增强

市级财政宏观调控能力，2003 年 1月对财税体制进行调整。

坚持“划清税源、属地管理、核定基数、一区一率、合理成

本、促进发展”，下划税源与代征代管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将

所属市本级的税源全部 下划到旗县区及开发区征管；将市级

财政部门组织的收入、市政府委托地税部门征收的各种基

金、市地税部门征收的市级以上行政事业单位的税收及代征

自治区级收入实行区级代收代征管理。新财税管理体制的运

行，充分调动了旗县区及开发区的积极性，促进了全市总体

经济实力的快速提高。

机制创新  理顺渠道

市财政局在财政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中，适时调整财政

收入管理体制，建立街道财政和村级财务核算，初步建立起

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理顺了财政分配关系，为全市的

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支持。

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援重点项目建设

市财政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扶优、扶强”的产业政

策，加大对乳业、电子、电力、冶金等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

的扶持力度，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呼和浩

特市已形成以乳业、电子信息和电力为支柱产业，生物制

药、纺织、服装等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集群，带动全市

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增强了财政自我发展能力，形成了

稳定发展的财源。

从200 1 年至2003 年 6 月，市财政共筹得财政专项资

金25.39亿元。协同项目单位申报世界银行贷款和日本协力

银行等外国政府贷款项目16个，申报贷款17.4亿元。从2001

年到2003年前三季度共计拨付资金9.75 亿元，其中利用国

外贷款6.4 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城市亮化、道路改造、引黄

入呼、污水处理等重点项目的建设。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

基金征管体系

首先是建立和完善社保资金的筹措机制，从2002年6月

起市本级社保费均由税务征缴直接入国库，从而加强了对企

业征缴约束力，堵住了部分企业逃避缴费的漏洞。其次是建

立规范的社保资金支付体系，做到统筹内的基本养老金保证

按时足额发放。并成立基金结算中心，取消基本养老金、失

业金、下岗职工生活费支付的中间环节，提高资金使用率。

再次是增加财政对社保资金投入，努力增加社保支出预算，

从1999年到2003年先后四次调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

支持农村经济建设，提高农民收入

为了支持农村经济建设，根据市政府统一部署，市财政

加大对农牧业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

技推广、农牧业防灾救灾等方面的投入。2001年累计投入支

农资金9153万元，投入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草）等生态治

理工程。2002年，投入3630万元用于土地治理；投资2970

万元用于中低产田改造；累计拨付支农专项资金超过 1800

万元；拨付天然林保护资金 1140万元；为实施“千村扶贫”

计划，三年共拨付扶贫款 2889 万元，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

的步伐，提高了农民收入。2002年呼和浩特市地区农民人均

收入达2822 元，增长了 10.2%。

建设一流队伍，争创一流服务

一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团结拼

搏带好头。二是加强队伍建设，重视人才培养，提高干部整

体素质。倡导终身学习理念，有计划地安排党建理论、法制

建设、W TO 知识讲座，举办“十六大”精神学习培训班，与

内蒙古财经学院联系，进行有计划的干部培训，用学习教育

塑造人。 三是加强制度建设，转变工作作风，运用先进技术

提高服务水平。制定服务承诺制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用健全

的制度规范人。市财政局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命名为

“文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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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财政局
2003年，江阴市财政系统全体干部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以富民强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

化”总揽全局，团结拼搏，求真务实，开拓创

新，取得了财政改革和发展的新成绩：全年财

政收入达到68.61亿元，同比增长52.2% ，连

续四年名列江苏省县（市）第一，连续三年被

省政府授予“全省财政收入上台阶先进单位”。

江阴市财政干部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深化财税改革，加速职能转换，积极

探索生财、聚财、用财新路，坚持党风廉政建

设与财政业务工作两手抓，有力地促进了全

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江阴财政部

门以出色的工作业绩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

评价。在2003年召开的两次全省财政工作会

议上，该局所作的典型发言得到省领导和全

省财政同行的一致好评；2003年初被省财政

厅、人事厅评为1999～2002年度全省财政系

统先进集体，分别被省文明委、无锡市文明

委授予2001～2002年度江苏省、无锡市创建

文明行业、先进行业等荣誉称号。

财政收入在全省 实现 “四连冠”

市委书记王伟成除 夕之夜慰问正紧张工作的财政干部

江阴市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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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财政干部深入海澜集团了解国债项目生产情况（右为省财政厅副厅长江

建平、中为杨泉兴局长、左为海澜集团总裁周建平）。

杨泉兴局长（左）到江苏法尔胜集团听取集团董事长周建松（右）关于新产

品试制情况的介绍。

参观革命圣地接受传统教育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在改革创新中奋进的长春财政

2003年，长春市财政收入实现 134 .8亿元，比上年增长22 .3% ；全市财政支出达到了85.8亿

元，比上年增长 22.5% ，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围绕 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多渠道筹措资 金5.7 亿元，支持 了

龙家堡机场、轻轨二期工程等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增强城市整体功能，投入资金3 .5 亿元，并争取围内金融机

构贷款 4.9 亿元，支持 了“三路三桥”、“三北” 工程和标准化街路等长春市重点城建工程。为加快农村建设小康社会

的进程，多方筹措资金 3.4 亿元，支持了农 业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化发展。 为做大做强会展业，投入资金 1108 万元，

支持了汽博会、农博会、雕塑展等大型展会。为促进国 有企业改革，投入资 金2.1亿元，支持 了国有企业改制。为 80

户改制企业办理了产权交易手续，并筹建了技术产权交易中心。

——围绕确保重点 支出需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一是完善工资财政统 一发放制度，统发人数近 14 万人。二是加

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力度，拨付国有企业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金2988 万元，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 8974 万

元，支付养老保险基金 18 .3 亿元、医疗保险基金 8507 万元，为解决下岗职工和贫困居民基本生活以 及推进社会保险

制度改革提供了资金保障。三是全力支持抗击 “非典”，投入资金4800 万元，通过社会捐赠筹集资金和物资共计3600

万元，为抗击 “非典”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

——围绕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加快财政改革进程。一是完善部门 预算编制。进一步细化支出标准及定额，将部门

预算编制范围扩大到预算外事业单位，并完善项目 滚动预算。二 是继续深化会计委派制度。成立长春市市直行政事业

单位会计核算中心，对 58 个单位实 行会计集中 核算，提 高了会计信息质量；扩展财务总监委派范围，对6 个重 点建设

项目单位和企业派驻第二批财务总监，切实加强财务监控。三是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工作。启用新的政府采购办事大

厅，开通政府采购网站，扩大政府采购规模。长春市本级 共完成政府采购预算4 .5 亿元，实际中标金额 3 .98 亿元，占

市本级财政支出的 9.7% ，节约资金 5163 万元。四是认真落实 “收支两条红”规定。将公安等五部门预算外收入纳入

预算管理，并对长春市建设工程部分收费和基金实行 “一 费制”。

——围绕大力推进依法理财，强化财政监督管理。组织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政府采购执行以 及清理整治“小金库”

等专项检查，对发现的违纪问题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加大财政投资 评审工作力度，加快推进依法行政、依法

理财进程，聘清 了行风建设义务监督员，开展 了“半 年一评”活动，推进 了财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

入开展。

此外，长春市财政局还围绕自身建设，加强机关局域 网络的软硬件建设。开发并运行“网络文档管理系统”，进一

步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全面推行电子政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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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高效的南昌市财政局

南昌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根水

局机关科级干部竞争上岗任职宣誓仪式

2003年，南昌市财政局在市委、市政府和省财政厅

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紧紧围绕“富

民强市”目标，做好建设现代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

文明花园城市“两篇 文章”，实现在全省率先实现 工业现

代化和率先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 体制和机制以及率

先建成现代文明花园英雄城市发展蓝图的总体思路和要

求，扎扎实实、创造性地开展各项财政工作。2003年 ，

全局干部职工众志成城，齐心协力，表现出空前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团结气氛空前融洽，创造了一个很好的 干

事业的工作环境，“创新、规范、勤廉、高效”八字局风

进一步得到体现，财政规模、财政实力、管理服务水平

上了一个新台阶。2003年，全市财政总收入达到了76.5

亿元，是近十年来财政收入增速最快的年份之一。

部门预算改革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南昌市在全面推

行部门预算的基础上，2003年进一步细化了预算项目内

容和标准，规范了部门预算编制，增强了预算编制的透

明度，有利于人大对预算收 支的监督、审查。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稳步推进。一是市本级对重大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推行

国库集中支付。二是扩大了工资统发覆盖面。三是从第四季度开始在市财政局、市

农业局、市民政局、市计生委、市规划局，市检察院六个部门进行国库集中支付

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进展顺利。

进一步完善了政府采购制度。按照监督与执行相分离的原则，市政府采购中

心已与市财政局脱钩。同时采购规模和范围不断拓宽。2003年，市本级政府采购

金额达9438万元，比上年增长一倍多，节约财政资金1169万元，节约率为11% 。

“收支两条线”管理进一步深化，增强 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教育、民政、医

院等部门单位全部纳入政府集中范围：公安、法院、环保、计生等单位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纳入预算管理； 2003年起，预算外收入按结余数政府集中40% 改为按单

位预算外收入一定比例政府调剂使用。通过扩大政府集中范围、提高集中比例，缩

小了各单位的贫富差距，增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

稳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围绕“减轻、规范、稳定”的改革目标，分阶段、按

步骤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税改成果，遏制了农村

“三乱”，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

加强世行贷款还贷管理。2003 年还贷工作是历年来最好的年份之一，全年归

还贷款 3698 万元，市本级外债偿还无一拖欠，还贷率名列全省前茅。

强化财政监督职能，财政监督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按照预算编制、预算执行、

预算监督三分离的原则，市财政局对财政监督职能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全省乃至

全国率先将 “审核和批复市本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决算”工作纳入财政监督

的工作范围，同时还将县区财政收入检查、专项资金检查、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契

税价格核查、内部审计等均纳入财政监督的工作职能中，强化了财政监督的职能，

充实 了财政监督队伍，财政监督 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2003 年，在审核和批复

市本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决算中，重点抽查了102 户单位，集中预算外资金

634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258万元，增长176%；在对十二个县区及开发区2002

年财政、国税、地税部门组织各项收入的入库级次、地方国库收纳、划分，留解、

退付预算收入等情况进行的 专项检查中，共查出 2002年财政收入“截留混库”金

额3000 多万元。

强化制度建设，加强内部管理。2003年，共拟定了各项制度66个，其中：财政

业务管理制度33 个，内部管理制度33个，已全部出台并予组织实施。首先，制度建

设进一步强化了财政资金的监督，使每项财政资金都建立了一个管理办法，明确了资

金的投向，申报和使用，达到了了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

资金效益的目的。其次，内部管理制度的试行、不仅将内部管理事务制度化，使各项

行政事务公开透明，有章有循，而且制度出规范，规范出成效。

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建设一 支“廉洁”型的财政 干部队伍。2003

年 ，财政局制定印发 了《南昌市财政系统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守则》和《南昌 市财

政系统 工作人员廉政建设准则》，在财政干 部中 筑起一道思想和制度防线，还先后

成 立了局纪检监察案件审理小组、“纠风”领导小组、优化投资环境领导小组，设

立了投诉举报箱和举报电话，建 立副科以上领导干部廉政档案，新任职中层干部

廉政戒勉谈话制度，组织 了20

位新任中层干部集体谈话和廉

政宣誓，签订 了廉政承诺书，

组织观看廉政宣传片等，从而

进一步增强了财政干部依法从

政，廉洁自律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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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
秦皇岛市不断 开创财政工作新局面

局党组书记、局 长  胡田

秦皇岛市财政局

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

作，坚持依法理财、

科学理 财 和规范理

财，同时围绕目 标任

务抓收入，财政收 入

稳定增长，推进了全

市经济社会事业的全

面发展，取得 了喜人

业绩，各项财政工作

都有了新进展。 1995

年财政收入 13 .6 亿

元，2000年突破20亿

元大关，2003 年财政

收 入4 1亿元，实现了

大跨越。

2000 年以来，秦皇岛市财政局按照建 立公共财政管理

框架的 要求，实 行了一系列 重大改革措施，取得明 显成效。

在预算管理体制改革 上，实行了 早、细、零、综预算编制模

式，市县（区）两级全部编制和执行了部门 预算，在全省率先

试编政府债务预算，为建立偿债机制，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

奠定 了基础；稳步推进新一轮国库管理改革，实行由 财政集

中支付制度向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转轨，全市875户一二级预

算单位全部纳入了财政集中 支付管理；大力推行政府集中

采购，简化政府采购程序；严格执行“收 支两条线”管理改

革，实现 “票款分离”、“罚缴分离”；组建并完善 了产权交

易机构；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不断加强《会计法》执行

情况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不断强化财政监督，继续完善会

计委派制，将监督窗口前移，对财政性重大建设项目实行全

员委派制，发挥基建项目财务机构监督和管理作用。大力推

行政务公开，按照“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总体要求，下

大力狠 抓行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多次被市委、市政府评

为市级优秀单位。

局领导集体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

2002 年，财政部部 长项怀诚 来市财政局检 查指导工作

全市 农村税费改革汇报会

领导干部廉政述职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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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湛江市财政总收入 43.1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9% 。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16 .82亿元，增长 10 .45% 。实现了财政收支平

衡，略有结余，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稳步发展。

一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围绕“工业立市”战略，深化

国企改革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积极支持招

商引资工作，成功举办2003年湛江工业博览

会，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加强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筹集资金5.8亿元，用于建设市政府

项目和城市绿化、维护工作，使市容市貌焕

然一新。积极支持创建国家优秀旅游城市活

动，大力建设旅游景点，落实税费减免金额

5400万元，帮助旅游等受“非典”影响严重

的行业度过难关。支持市区文化以及困难地

区农村生态文明村的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大力支持了2003年中国艺术舞狮邀

请赛，广东省第六届大学生运动会等大型体

育活动的举办。2003 年，湛江市荣获 “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二连

冠）、“广东省文明城市”等光荣称号。

二是坚持制度创新，稳步推进各项财政

改革。农村税费改革顺利进行，全市农民人

均负担由 152.28元降至16.65 元，减负率达

到89.07%。部门预算改革进一步完善，实行

收支脱钩管理，分类标准更加科学，真正实

现预算内外资金统筹安排。国库集中支付中

心于9月底成立，进入试点运行。8个首批纳

入国库集中支付试点单位停留在国库的资金

占已批复额度的 36.5% ，切实提高了财政资

金的使用效率，达到规范财政支出、节约财

政开支的目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更加规范，

编制了市直单位政府采购预算，建立和完善

了政府采购专家库，扩大了政府采购规模。

2003年市直政府采购规模为2.2亿元，节约资

金3621万元，节约率为14.07%。深化非税收

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将户外广告

经营权拍卖所得收入等非税收入纳入财政专

户，增加政府的可用财力。

三是加强财政管理，加大财政监督力度。

建立健全财政监督体系，大力加强对财政专

项资金、市直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信息质量的

监督检查力度，确保财政资金的使用合理高

效。对市直行政事业单位银行账户和公用房

屋进行了清理。在全省地级市中率先开展了

对专项资金使用效益的评价工作。加强对市

政建设等工程项目的监管力度，把监督关口

前移，加强对工程预、结算的审核。2003年市

直共审核项目342个，送审工程总造价6.83亿元，

核减1.6亿元，核减率达23.1%。

举办 “两个 条例”知识 竞赛

全市财政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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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江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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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晋江市面积649平方公里，人口 102万，是我国著名侨乡。改革

开放以来，晋江市敢为人先，创造了被誉称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四大

模式之一的 “晋江模式”，综合经济实力连续多年居福建省首位。

财政收入持续、健康增长，财政实力不

断增强。继1989年成为全省第一个财政收入

亿元县，1992 年至 1999 年财政收入每年增

加一个亿，2000 年至2002 年财政收入每年

增加3 个亿，2003 年财政总收入27 亿元。

重点支出得到保障，为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提供财力支撑。财政部门在优先保证国家

公教人员工资发放、政权机关运转和农业、

科技、教育投入的前提下，集中财力投入城

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投资环境日臻

完善，中等城市基本框架初见规模，多层次

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民生质量不断提

高。

财政改革全方位稳步推进，财政管理迈

出重要步伐。推行了以公共财政为导向的一

系列财政改革，初步建立起收支管理规范、

宏观调控有力的财政运行机制。

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财政精神文

明建设取得新成绩。近年来先后获得全国、

全省“财政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城镇集体

企业清产核资工作先进集体”、首届及第二届

福建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连续两届

“全省无偿献血先进单位”、全省第三届军民共

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全省“财政系

统行风建设文明窗口单位”等等多项荣誉，连

续八届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局党支部被

评为泉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和泉州市基层

党建带团建工作先进单位，局工会被评为泉

州市 “优秀职工之家”，局共青团支部被评为

泉州市 “先进团支部”。庄铭理局长被评为全

省、全国“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获全省、

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福建省财政厅厅 长马潞生 （左二）到财政局调研。

财政局向经济薄弱村村民赠送 兔苗

福建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梁绮萍（左二）

莅临财政局检查指导。

财政局与省财干院联合举办全省首个县级

财政大专证书班

深入农村 基层帮助加快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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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宜 兴 财 政 局

江苏宜兴财政 局局长  郭泽民

江苏宜兴地处沪宁杭三角中心，东濒 太湖，西接溧阳，南

北分别与 长兴、广德和金坛、武进相连，鬲湖镶嵌 其间，锡宜

高速、宁 杭高速、新长铁路穿境而过，面积 2038 平方公 里，人

口 107 万。宜兴历史悠久，人 文荟萃，经济发达，素有 “洞的

世界、竹的海洋、茶的绿洲、陶的古都、教授之 乡”之 美誉。

多年来，宜兴市财政局按照构建富有地 方特色的公共财政

框架的总体要求，一手抓组织收入，做大财政盘子；一 手抓财

税改革，优化财政运转机制，有力地 支持和促进 了地方的经济

建设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每年以 两位

数递增，2003年达到 10 .43 亿元，2004 年预计可超过 13 亿元，

增 长速度在全省保持前列。与此同时，敢为人先，扎实推进财

政各项改革，先后建立了市财政稽查大队、市政府采购办和政

府采购中心、市资产经营公司；成功运行了市、镇两级财务结

算中心，为国库集中支付奠定了基础；设 立了市预算编审中心，

全面推行部门 预算编制 工作；实施 了财政统一发放工资 工作，

正式启川 了政府“公物仓”；建 立了市国资委——资产经营（控

股）公司——国有（控股）企业三个层次的国资监管体系，对

国有企业推行财务总监委派等等，各项改革都得到 了市委、市

政府和上级业 务部门的 充分肯定。

宜兴市财政局连续两次被省财政厅、省人事厅评为“江苏

省财政 系统 先进 集体”，连续三年 被评为无锡市 “先进 集体”，

连续六年被评为宜兴市 “文明机 关”、“文明机关标兵”，机关

党总 支连续多年被评为市级 “先进党总 支”。

宜兴市财务结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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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壮大的

山享区财政

山亭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奉华

2003 年，山东枣庄市山亭区财政总收入完成 1.37 亿

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9611万元，是建区之初的

32.8 倍。全区可用财力与财政总支出相抵后，连续十五

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多年来，山亭区财政局严格按照

“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促发展”的工作思路，认真

抓好财源建设、城镇低保、财政改革、队伍建设等各方

面的工作，并对4476 名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上划到区

财政统一发放，各项重点支出得到了较好保障，财政工

作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局机关连续 8

年被评为省级文明机关，所属乡镇（街道）财政所全部被

评为市级文明单位，区财政局先后被国务院扶贫办、财

政部等四部委授予“全国残疾人扶贫先进单位”，被省政

府授予 “全省扶贫开发先进集体”、“全省卫生先进单位”

称号，连续多次被市、区党委政府授予“先进集体”和“突

出贡献单位”等称号。

局长杨奉华 （左一）深 入到 果园调 查 了解取 消 农业特 产税以后

农民的增收情况

局长杨奉 华 （左二）向 领导介绍山亭区财源建设规 划及北新建

材石膏板三线项目建设情况

财税干部在田间地头向 农民宣传粮食直补政 策

局长杨奉华在检 查省级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 水泉镇 枣岭流域

土地整理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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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市
财
政
局

召开 全市财政工作会议 ，研究布置财政工作。

苏州市各级财政部门按照“牢固确

立率先意 识，始终走在发展前列”的 要

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财政事业取得了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

2003 年累计完成全口径财政收入409.9

亿元（剔除土地有偿使用收入），比上年

增 长42 .1% ，财政收 入总 量、增 量、增

幅继续位列全省第一。

近年来，苏州市各级财政部门积极

构筑公共财政框架，试行了 部门 预算、

国库集中 支付、政府采购、农村税费改

革等财政改革，财政宏观调控作用不断

增强，财政管理日 趋规范，财政职能进

一步强化。2002 年初，成 立了全省首家

市级国库支付中心，2003 年，率先实行了

农业税村镇代缴，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

财政改革初见成效，公共财政框架已初露

端倪。

建设中的新苏州

团 结 务 实   再 创 辉 煌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财政局
2003年，海口市龙华区全年财政收入完成18亿元，比上年增长59.8% ，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龙 华区 财政局 主 要做 好以 下 工 作

（一）积极培植财源，做大财政收入

“蛋糕”。加强巩固和发展现有工业企业，

夯实基础财源，推进工贸农一体化，确

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以提高企业经济

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

转变；因地制宜发展第三产业，培植区

级留成比例高的税源，逐步提高第三产

业对区财力的贡献率。

（二）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保证重点

支出。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进一步加

强对预算执行的监督制约，提高财政资

金的使用效率。

（三）积极推进财政改革，推行财政

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和完善部门预算制

度，逐步实现预算编制的科学化、规范

化；逐步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不断

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积极做好农村税费

改革措施配套工作，进一步减轻农民负

担，加快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步伐。

龙华财政局近几年来多次受到国

家、省、市、区的诸多表彰和奖励，连

续几年被海口市评为“现代文明机关；”

一九九八年被国家人事部、财政部授予

全国财政系统 “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海口市龙华区财政局局长程伦吉

海口市龙华区财政局党委书记

李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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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发展的山西沁源财政

全国财政 系统先进工作

者、沁源县财政局党支部 书

记、局长  王耀

沁源县财政在县委、县政府的

正确领导和上级财政部门的关心

支持下，开拓创新，财政各项工作

突 飞猛进，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

建立了稳固的增收机制，财政收入

创造了连年高幅增长的奇迹。2001

年以来，沁源县财税部门立足煤焦

主导产业优势，在全省首家实施煤焦运销“五统一”监管，并

把这一模式延伸到铝钒土、铁矿、生铁等矿产资源的管理上，

确保了主体税收按时足额入库。2003 年财政收入1.55亿元，

比上年增长 120.97% ，在全省新增28 个亿元县中位居榜首，

连续两年入选全国县域经济提速最快的百县行列。二是积极

调整产业结构，财源建设有了新突破。资源开发不断向着“技

术型”、“高精尖”方向发展，构建了煤 - 焦 - 化、煤 - 电 -

铝、煤 - 焦- 铁 - 铸三大产业链。同时，围绕生态项目，在

农区乡镇积极发展“种养加”农业产业化开发。三是财政改

革有力推进，理财制度更加科学、严密。积极稳步地推行财

政改革，建立了县乡两级会计核算中心、财政收费大厅、政

府采购中心，实现了财务管理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在

全省率先出台实施了《会计人员年度百分制考核办法》，实施

扶贫资金公示制和报账制，制定了一系列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积极开展了企业效绩评价、领导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四是

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财政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干部职工

自觉形成了“时时保持敬业精神，处处维护人民利益”的理

财理念，县财政局连续三年获县委、县政府“红旗单位”称

号，县直会计核算中心被评为省级“青年文明号”，局长王耀

被评为“全省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团结奋进、开拓进取的局领导班子 农民在基地 采摘万寿菊

在西沟教育基地听全

国劳动模范申纪兰同志讲

党课时合影

肥东县

在财政改革中谋发展
2003年，安徽省肥东县财政局紧紧围绕“加快发展、富民强县”目

标，积极推进各项财政改革与制度创新，在全面开展农村税费改革、公

共财政支出改革基础上，又陆续进行了粮食补贴方式改革、乡财县管

乡用改革等试点工作。该局连续三年在政风评议中被县委、县政府授

予先进单位，并荣获2003 年度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先进集体，为全县

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局长干文宏在研究财政改革

方案

常务副县 长秦继平和局长干文宏陪同

省财政厅领导在 乡镇检查工作

农民群众主动到纳税大厅缴纳农业

税和领取粮食补贴

县会计核算中心正在办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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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财政局
党组 书记、

局长  高瑞珉

开拓团

结向上的领

导班子

广泛接 受

社 会监督 深 入

集市 宣传 农税

知识

积极扶

持工业财源

2003 年，垦利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 1.53 亿元，同口径比上年增长 31.1% ，并

连续 14 年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垦利县财政

局坚持 “开源节流并举，增收节支并重”的

方针，稳步推行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国库

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大

力压缩一般支出，不断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和

扶持经济建设的力度。 立足地方实际，狠抓

财源培植，壮大民营经济，特别是农业龙头

企业，财政增长的基础不断得到夯实。同时，

全面加强财政监管，规范财经秩序，促进了

全县经济的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县财政局先后被授予 “全省税源普查

先进单位”、省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安全

文明单位”、“省级文明机 关”、 市级 “文明

单位”等荣誉称号，并连续五次被县委授予

“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省 、市

领导检查指

导工作

加 大

教育投 入

文体活

动丰富多彩

不懈地努力  喜人的收获
江苏省

如东县大豫镇财政所

所长  周爱华

江苏省如东

县大豫镇财政所

团结一致，开拓进

取，实现了保工

资、保 运 转、保

发展，取得镇财

政工作的新突破。

一、狠抓收入，在税收征管 上求得突破

进一步强化税收征管，加大税收宣传力度，

完善征管措施，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人，强

化考核，措施有效，依法征管。全镇财政收入从

2000 年的 1222 万 元增 至2003年 1970.54 万元。

确保了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

二、强化管理，在公共财政 支出改革 上求得

突破

按照公共财政改革的要求，统管 了全镇 五十

多家单位的财务，有效的压缩了 各项 支出，增强

了政府的调控能力。强化预算约束，合理安排 支

出，实行零基预算，综 合预算，从紧安排，从严

控制，确保机关人员工资正常发放。三年来，镇

财政共投入360 万元兴建学校教学楼 4幢 3200 平

方米，安排 400 多万元资金用于城镇建设，修建

水泥路 2000 公尺，累计化解债务近 300 万元，

投入农业基础建设资金近 200 万元。

三、发展经济，在培植财源 上求得突破

近年来，镇财政累计投入600 多万元用 于

招商引资，新增企业30 多家，累计固 定资产

投资近 2 亿元。采取优惠政策，鼓励渔民投入

8000 多万元用于文蛤养殖，为镇财政增加税收

近 600 多万元，为全镇经济发展增强了后劲。

四、加强建设，在自身素质 上求得突破

加强、队伍建设，在所内 开展 “赶、学、比 、

超”活动，以创建群众满意基层所站为契机，

自我加压，落实整改，提高整体素质。200 年、

2002年、2003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县文明财政所，

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市 财政系统文明财政所，连

续多年被镇评为群众满意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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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注：1.加▲号的项目为涉及企业负担的项目，未加▲符号的项目为不

涉及企业负担的项目。

2.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将代办外国领事认证

费等五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的复函》规定，

国家机关以外的单位收取的代办外国领事认证费、领事认证代

办加急费、代办外国签证费、代办外国签证加急费和代填外国

签证申请表费自2003 年7 月1 日起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

3.按照《财政部关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财

预〔2003〕559号）规定，交通部收取的长江干线航道养护费、

船舶登记费、船舶证明签证费、船舶申请安全检查复查费、油

污水化验费、海事调解费、浮油回收费、海岸电台无线电电报

电话费、特种船舶和水上水下工程护航费、海员证工本费、水

上、水下作业许可证工本费、海员适任证书申请考试发证费、

海员单项专业训练考试发证费、船员服务簿申请及证书工本费

暂不纳入预算管理，按规定上缴中央财政专户。

4.据商务部反映，机电设备成套单位资格认证费、机电设备成套

单位资格公告费、机电设备成套单位资格证书工本费自 1993

年以来一直未收。因此，在《目录》中删去上述3项收费。

5.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取消对进口减税免税

和保税货物征收海关监管手续费的复函》（财综〔2004〕3号）

的有关规定，自2004 年1月1 日起，取消对进口减税、免税和

保税货物征收海关监管手续费。

6.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取消部分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的通知》（财综〔2003〕58 号）的有关规定，取消公

安部门收取的苏蒙朝探亲邀请书工本费、特种刀具生产许可证

工本费、匕首佩带证工本费、特种刀具购买证工本费，教育部

门收取的自费出国留学人员高等教育培养费，建设部门收取的

工程总承包资格审查发证收费（含申报费、审查费、证书费），

国土资源部门收取的饮用天然矿泉水生产审批证书费、饮用天

然矿泉水生产检测费，工商部门收取的经济合同鉴证费、指定

印刷商标单位证书费、《指定印制商标单位证书》验证费，质

检部门收取的防盗报警控制器生产许可证费、广播电视接收机

生产许可证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许可证费、轮胎生产许可证

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收取的一次性输液（血）器生产许

可证费、注射针（器）生产许可证费、医用培养箱产品生产许

可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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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将注册会计师协会考试手册工本费

等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2003〕87 号）

的有关规定，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参考用书及考试手册

工本费自2003 年5月 1 日起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

8.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反映，该局自2004 年1月1日起不再

举办会计从业资格考前培训班。因此，在《目录》中删去培训

费。

9.根据《土地法》的有关规定，征地补偿安置费属于农民和集体

经济组织的资金。因此，在《目录》中删去征地补偿安置费。

10.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船舶吨税作为税收管理。因此，在

《目录》中删去船舶吨税。

11.根据《财政部关于同意变更农业化学物质产品行政保护费执

收部门的复函》（财综〔2004〕18 号）的有关规定，农业化学

物质产品行政保护费执收部门由原国家经贸委变更为国家发

展改革委。

2003 年 7 月～2004 年 6 月财政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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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财政机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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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领导

及部属各单位领导名单

一、部领导

（一）部 长：金人庆

副 部 长：楼继伟  朱志刚  肖 捷

廖晓军  李 勇

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律检查组组长：金莲淑

部 长 助 理：冯淑萍  王 军  张少春

变动情况：2003年3月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号，任命金人庆为财政部部长。国务院2003 年9月12 日

决定，任命李勇为财政部副部长；免去金立群的财政部副部

长职务。国务院2003 年9月16日决定，任命王军、张少春

为财政部部长助理。

（二）党 组 书 记：金人庆

党组副书记：楼继伟

党 组 成 员：金莲淑  朱志刚  肖 捷

廖晓军  李 勇  冯淑萍

王 军  张少春

变动情况：中共中央2003 年3月17 日决定，任命金人

庆同志为财政部党组书记，免去项怀诚同志的财政部党组书

记职务。中共中央2003 年8月31 日决定，任命王军、张少

春同志为财政部党组成员，免去金立群同志的财政部党组成

员职务。

二、部机关司局领导

（一）办公厅

主 任：张 通

副 主 任：欧文汉  廖路明

巡 视 员：张金玲

党组机要秘书：孙国府

变动情况：2003 年 1 月 23 日，财政部任命廖路明为

办公厅副主任，任职试用期为一年；党组机要秘书孙国府为

副司长级。2003 年 11 月 20 日，财政部任命张通为办公厅

主任，张金玲为巡视员；免去王军的办公厅主任（兼）职

务。
（二）综合司

司 长：王保安

副 司 长：戴柏华  苑广睿  孙 燕

巡 视 员：张冀湘

变动情况：2003 年 1 月 23 日，财政部任命张冀湘

为综合司巡视员；孙燕为副司长，任职试用期为一年；

免去张冀湘的综合司副司长职务。2003 年 4 月 25 日，

财政部任命苑广睿为综合司副司长，任职试用期为一

年。

（三）条法司

司 长：杨 敏

副 司 长：李绍刚  许大华

助理巡视员：张秉国  居 昊

（四）税政司

司 长：朱振民

副 司 长：王 伟  史耀斌

巡 视 员：张宝竹

变动情况：2003 年10 月 28 日，朱振民任职试用期已

满，财政部正式任命朱振民为税政司司长，任职时间从

2002 年9月算起。

（五）预算司

司 长：张弘力

副 司 长：许宏才  林桂凤

巡 视 员：王卫星

助理巡视员：李晓玲

变动情况：2003年2月 21 日，财政部任命许宏才、林

桂凤为预算司副司长，任职试用期为一年；王卫星为巡视

员，免去王卫星的预算司副司长职务。

（六）国库司

司 长：詹静涛

副 司 长：林 燕  周成跃

变动情况：2003 年 9 月 1 日，张通、周成跃任职试用

期已满，财政部正式任命张通为国库司司长，周成跃为副司

长，任职时间从2002年6月算起。2003 年11月 20 日，财

政部任命詹静涛为国库司司长，免去张通的国库司司长职

务。
（七）国防司

司 长：翟 钢

副 司 长：李 军  陆素娟

助理巡视员：张树成

（八）行政政法司

司 长：李林池

副 司 长：吴 钢  贾新怡

助理巡视员：林大茂

变动情况：2003年2月21 日，财政部任命李林池为行

政政法司司长，任职试用期为一年；免去冯秀华的行政政法

司司长职务。2003 年6月11日，财政部任命冯秀华为行政

政法司巡视员。

（九）教科文司

司 长：李 萍

副 司 长：赵 路

助理巡视员：沈毓云  傅 东

变动情况：2003年6月23 日，财政部免去王立峰的教

科文司副司长职务。2003 年12 月 9 日，财政部任命李萍为

教科文司司长，任职试用期为一年；免去张少春的教科文司

司长（兼）职务。

（十）经济建设司

司 长：虞列贵

副 司 长：胡静林  李敬辉

助理巡视员：任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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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情况：2003年1月 23 日，财政部免去胡华庭的经

济建设司副司长职务。

（十一）农业司

司 长：丁学东

副 司 长：褚利明  卢贵敏

助理巡视员：曹广生

（十二）社会保障司

司 长：路和平

副 司 长：孙志筠  由明春

（十三）企业司

司 长：贾 谌

副 司 长：周来振  陆庆平  袁海尧

助理巡视员：段毅才

变动情况：2003 年6月23 日，财政部免去李春满的企

业司副司长职务。2003 年11月 20 日，财政部任命陆庆平、

袁海尧为企业司副司长，袁海尧的任职试用期为一年；免去

刘祝余的企业司副司长职务。

（十四）金融司

司 长：徐放鸣

副 司 长：于贞生  孙晓霞  胡学好

变动情况：2003 年6月11日，财政部免去刘家德的金

融司副司长职务。2003 年 11 月 20 日，财政部任命胡学好

为金融司副司长，任职试用期为一年。

（十五）国际司

司 长：赵晓宇

副 司 长：邹加怡  郑晓松

助理巡视员：芮跃华  梁子谦

变动情况：2003 年1月23 日，财政部任命梁子谦为国

际司助理巡视员。2003 年 10 月 28 日，赵晓宇任职试用期

已满，财政部正式任命赵晓宇为国际司司长，任职时间从

2002年9月算起。

（十六）会计司

司 长：刘玉廷

副 司 长：高一斌  应 唯

助理巡视员：李玉环

变动情况：2003 年 9 月 1 日，刘玉廷、应唯任职试用

期已满，财政部正式任命刘玉廷为会计司司长，应唯为副司

长，任职时间从 2002 年 6月算起。

（十七）统计评价司

副 司 长：申书海

变动情况：2003 年6月 23 日，财政部免去孟建民的统

计评价司司长职务。2003 年 11 月 20 日，财政部免去陆庆

平的统计评价司副司长职务。

（十八）监督检查局

局 长：耿 虹

监察专员：耿建云

副 局 长：朱 彦

变动情况：2003 年 2 月 21 日，财政部任命耿建云为

监督检查局监察专员，朱彦为副局长，任职试用期为一

年。

（十九）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赵鸣骥（司长级）

副 主 任：刘世江（副司长级）

宋志刚（副司长级）

巡 视 员：王 征

助理巡视员：黄家玉

变动情况：2003 年1月23 日，财政部任命黄家玉为国

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助理巡视员。

（二十）人事教育司

司 长：俞二牛

监察专员：杨 政

副 司 长：余蔚平  李 復

巡 视 员：苏金秀

变动情况：2003 年2月21 日，财政部任命李復为人事

教育司副司长，任职试用期为一年。2003 年12月 9 日，财

政部任命杨政为人事教育司监察专员，苏金秀为巡视员，杨

政的任职试用期为一年。

（二十一）机关党委

书 记：廖晓军（兼）

常务副书记：环挥武（司长级）

副 书 记：黄维佳（副司长级）

纪 委 书 记：曲永兰（司长级）

巡 视 员：闫奇骏

助理巡视员：王泽厚

（二十二）离退休干部局

局 长：胡华庭

副 局 长：徐燕玲

巡 视 员：刘双北

助理巡视员：梁志义  刘克军

变动情况：2003 年 1 月 9 日，财政部免去毕朝英

的离退休干部局助理巡视员职务，并办理退休手续。

2003 年1 月 23 日，财政部任命胡华庭为离退休干部局

局长，徐燕玲为副局长，任职试用期为一年；任命刘双

北为离退休干部局巡视员，免去其离退休干部局局长

职务。

三、中央纪委、监察部驻财政部纪检组、监察

局领导

纪检组长：金莲淑

副组长、局长：佟宝君

副局长、副局级纪律检查员：高建华  樊德新

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章优亮

变动情况：2002 年 12 月 23 日，中央纪委免去钱军同

志的中央纪委、监察部驻财政部纪检组、监察局正局级纪律

检查员、监察专员职务；任命章优亮同志任中央纪委、监察

部驻财政部纪检组、监察局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

免去其中央纪委、监察部驻财政部纪检组、监察局纪检监察

二室副局级室主任职务。2003 年 1 月 8 日，财政部决定，

鉴于钱军同志已到达退休年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免职后

即办理退休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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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

主 任：王保安（兼）

副 主 任：黄维健（副司长级）

五、部属事业单位领导

（一）国库支付中心

主 任：詹静涛（兼）

副 主 任：林 燕（兼）  周成跃（兼）

王彦欣  王 瑛

助理巡视员：史晔明

变动情况：2003 年 11 月 20 日，财政部任命詹静涛为

国库支付中心主任（兼），免去肖捷的国库支付中心主任

（兼）职务。2003年 12 月 9 日，财政部任命史晔明为国库

支付中心助理巡视员。

（二）关税政策研究中心

主 任：朱振民（兼）

（三）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所 长：贾 康

副 所 长：苏 明  王朝才

研究生部主任：罗文光

顾 问：王世定

研究生部顾问：于中一

（四）干部教育中心

主 任：王建国

副 主 任：张 军  周秉建

李 赤  贾荣鄂

（五）信息网络中心

主 任：刘祝余

副 主 任：彭艳祥

副总工程师：李奇云（处长级）

顾 问：杨方伟  丁向阳

变动情况：2003年12月9 日，财政部任命刘祝余为信

息网络中心主任（正司长级），免去詹静涛的信息网络中心

主任职务。

（六）机关服务中心

主 任：吴 畏

副 主 任：王国镇  冯志刚  郭建国

专职党委副书记：刘志宏（副司长级）

顾 问：王纪新  王明章

变动情况：2003 年12 月 9 日，财政部任命吴畏为机关

服务中心主任（正司长级），并聘为德宝实业总公司总经理，

王纪新为机关服务中心顾问，并聘为德宝实业总公司顾问；

免去王纪新的机关服务中心主任、德宝实业总公司总经理

（聘任）职务，免去王明章的德宝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聘

任）职务。

（七）投资评审中心

主 任：康学军

副 主 任：聂永泰  王淑荣  赵 超

变动情况：2003 年 9 月 1 日，赵超任职试用期已满，

财政部正式任命赵超为投资评审中心副主任（副司长级），

任职时间从2002年6月算起。

（八）中国财政杂志社

社 长：朱平壤

副 总 编 辑：宋爱武  何杰平

副 社 长：高振龙

专职党委副书记：王质莹（副司长级）

顾 问：郭代模  刘凤桐

（九）中国财经报社

社长兼总编辑：秦晓鹰

副 社 长：刘海峰  王沈京

副 总 编 辑：马向伍  姚中利

专职党委副书记：商淑华（副司长级）

顾 问：姚德超  白伊宏  郑建华

（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社长兼总编辑：贾 杰

副 社 长：李 莉  黄 琦

赖伟文  高 原

副 总 编 辑：李乃君

顾 问：杨天赐  张宝和  崔维德

变动情况：2003 年7月28 日，财政部任命崔维德为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顾问，免去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副总编

辑职务。

（十一）会计资格评价中心

主 任：李瑞华（副司长级）

副 主 任：肖书胜（副司长级）

刘运朋（处长级）

（十二）财政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评审中心

主 任：王 征（兼）

副 主 任：韩国良（副司长级）（兼）

变动情况：2003 年1月 23 日，财政部决定，财政部国

家农业综合开发评审中心副主任韩国良为副司长级。

（十三）经济科学出版社

社 长：罗志荣（副司长级）

总 编 辑：张光辉（副司长级）

副 总 编 辑：安 远（副司长级）

李爱屏（处长级）

副 社 长：张惠斌（处长级）

马小英（处长级）

顾 问：施传兴

（十四）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秘 书 长：陈毓圭（副司长级）

副 秘 书 长：刘 萍  董新钢  郭建新

顾 问：李 爽

（十五）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院 长：陈小悦

副 院 长：秦荣生  董晓朝

变动情况：2003 年 7 月 16 日财政部党组决定，任

命陈小悦为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秦荣生为北京国

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兼 副院长（正司长级）；董晓朝

兼任党委副书记；免去梁尤能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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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十六）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院 长：夏大慰

副 院 长：管一民  谢 荣  李扣庆

（十七）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院 长：邓力平

副 院 长：李海滨  黄世忠

院长助理：包南萍

变动情况：2003 年 4 月 8 日，经征得厦门国家会计学

院董事会成员同意，财政部党组批准，任命黄世忠为厦门国

家会计学院副院长，包南萍为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助理。

2003 年9月2 日，经征得厦门国家会计学院董事会成员同

意，财政部党组批准，任命邓力平为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

长。

六、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领

导

（一）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监 察 专 员：王光坤

副监察专员：王晓岚  王连珊

专 员 助 理：韩文博

变动情况：2003 年3月 13 日财政部任命韩文博为财政

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专员助理。

（二）财政部驻天津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温怀荣  刘绍华

专 员 助 理：张庆增

巡 视 员：张清泽

变动情况：2003 年2月12 日财政部任命张清泽为财政

部驻天津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巡视员。2003 年 8 月 14 日

财政部任命张庆增为财政部驻天津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专

员助理。

（三）财政部驻河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孔和平  张竞先

专 员 助 理：曹栓成

变动情况：2003 年 11月 20 日财政部任命张竞先为财

政部驻河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副监察专员。

（四）财政部驻山西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周维成

专 员 助 理：解文钰  郑福清

巡 视 员：何锡民

（五）财政部驻内 蒙古自治 区财政监察专员 办事

处

监 察 专 员：娜仁图雅

副监察专员：清 河

专 员 助 理：王文学

（六）财政部驻辽宁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监 察 专 员：虞志坚

副监察专员：曲海鹰  蔡 润

助理巡视员：姚志强

变动情况：2003 年 11 月 20 日财政部任命姚志强为财

政部驻辽宁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助理巡视员。

（七）财政部驻大连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苏 辉  姜 平

专 员 助 理：谭凤鸣

（八）财政部驻吉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刘长顺

专 员 助 理：王立达  杨体军

巡 视 员：李恒发

变动情况：2003 年2月 11日财政部任命李恒发为财政

部驻吉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巡视员。

（九）财政部驻黑龙江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监 察 专 员：杨再兴

副监察专员：于洪生

专 员 助 理：李龙成

变动情况：2003 年8月 14 日财政部任命李龙成为财政

部驻黑龙江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专员助理。

（十）财政部驻上海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杜悦妹  郑会荣

专 员 助 理：黄国敏

巡 视 员：周发昌

变动情况：2003 年2月28 日财政部任命周发昌为财政

部驻上海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巡视员。2003 年 8月14 日

财政部任命黄国敏为财政部驻上海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专

员助理。

（十一）财政部驻江苏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监 察 专 员：钱红一

副监察专员：金德裕

专 员 助 理：卞文甫

（十二）财政部驻浙江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监 察 专 员：张承缨

副监察专员：高伟明

专员 助 理：胡关夫

助理巡视员：贾金琪

（十三）财政部驻宁波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李月明

专 员 助 理：周心乐

（十四）财政部驻安徽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付仲君

专 员 助 理：宋孝群  陈剑青  温宗浩

助理巡视员：蒋克林

变动情况：2003年3月12 日财政部任命温宗浩为财政

部驻安徽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专员助理。

（十五）财政部驻福建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孟建国  张瑞惠

专 员 助 理：黎 昭

（十六）财政部驻厦门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林活水

专 员 助 理：张凤玲

变动情况：2003 年 4 月 3 日财政部任命林活水为财政

部驻厦门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副监察专员。2003 年 11 月

20 日财政部任命张凤玲为财政部驻厦门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专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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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财政部驻江西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监 察 专 员：蔺春林

副监察专员：江 龙

专 员 助 理：严淑琴

（十八）财政部驻山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杨明亮

专 员 助 理：段培森  安 钢

（十九）财政部驻青岛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侯兴东  尉永坡

助理巡视员：宋培钢

变动情况：2003 年3月 27日财政部任命尉永坡为财政

部驻青岛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副监察专员。

（二十）财政部驻河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韩留柱

专员 助 理：何顺风  李天永

（二十一）财政部驻湖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监 察 专 员：胡柏枝

副监察专员：袁松青

专 员 助 理：贾楚清

（二十二）财政部驻湖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监 察 专 员：杨柱安

副监察专员：周伟华

专 员 助 理：匡邀仁

变动情况：2003 年1月 17 日财政部任命匡邀仁为财政

部驻湖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专员助理。

（二 十 三）财政部驻 广 东 省 财政 监 察专 员 办 事

处

监察专员：冯惠敏

专员助理：赵 军  田 宇

（二十四）财政部驻深圳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监 察 专 员：米志明

副监察专员：张 萍

（二十五）财政部驻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监 察 专 员：苏道俨

副监察专员：覃传辉

专员 助 理：钟若全

助理巡视员：周朝兴

变动情况：2003 年 11 月 20 日财政部任命钟若全

为财政部驻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专员助

理。
（二十六）财政部驻海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陈方立

专 员 助 理：许宝权

变动情况：2003 年 11 月 20 日财政部任命陈方立为财

政部驻海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副监察专员。

（二十七）财政部驻重庆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杜 恒

专 员 助 理：詹小怀

助理巡视员：刘守森

变动情况：2003 年 12 月 30 日财政部任命刘守

森 为 财 政 部 驻重庆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助理巡视

员。
（二十八）财政部驻四川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张 强

专 员 助 理：袁成林  肖 翔

（二十九）财政部驻贵州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许胜卿  万昌生

专 员 助 理：黄利红

助理巡视员：刘仲玉

变动情况：2003 年 11 月 20 日财政部任命黄利红为财

政部驻贵州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专员助理。

（三十）财政部驻云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聂愿兵

专 员 助 理：彭考贵  黄良君

（三十一）财政部驻陕西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监 察 专 员：蒲承民

副监察专员：杜兴让

专 员 助 理：费周林

（三十二）财政部驻甘肃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王国利

专 员 助 理：吴伟刚  张 麟

变动情况：2003 年 11 月 20 日财政部任命王国利为财

政部驻甘肃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副监察专员。

（三十三）财政部驻青海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副监察专员：唐国立

专 员 助 理：李永和

（三十四）财政部驻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副监察专员：李必挥

专 员 助 理：李福柱  焦生洪

巡 视 员：任振荣

变动情况：2003 年2月 10 日财政部任命任振荣为财政

部驻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巡视员。2003 年

11月 20 日财政部任命李福柱为财政部驻宁夏回族自治区财

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专员助理。

（三十五）财政部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副监察专员：臧雪涛

专 员 助 理：马 明

助理巡视员：朱承忠  苏长绪

变动情况：2003 年3 月 27 日财政部任命臧雪涛为财政

部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副监察员，朱承

忠为助理巡视员。

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

和计划单列市、 副省级城市、

经济特 区财政厅（局）领导名 单

一、北京市财政局

局 长：吴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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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局 长：王小明  李颖津

苏 辉  郭文杰

纪 检组 长：徐承法

助理巡视员：王文杰  徐 熙  吴素芳

二、天津市财政局

局 长：杨福刚

副 局 长：周时悌（正厅级） 王伟生

马 强  刘 健  魏文生

纪 检组 长：辛崇华

总 经 济 师：张家林

总 会 计 师：陆丽珍

助理巡视员：于永洲  刘克增

三、河北省财政厅

厅 长：齐守印

副 厅 长：陈金城  左绍伟  郭秀堂

乔 满  高志立

纪 检 组 长：龚大来

助理巡视员：郭长悟  尹立敏

四、山西省财政厅

厅 长：郑建国

副 厅 长：石常明  张秋明  王 亚

纪 检 组 长：岳盛林

巡 视 员：张庆华

五、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厅 长：符太增

副 厅 长：王玉明  云宗元

常军政  张 华

纪 检 组 长：海风云

助理巡视员：陈文平  吴守普

六、辽宁省财政厅

厅 长：邴志刚

副 厅 长：何明清  陈广君  张钢军

袁卫亮  闫 伟

纪 检组 长：鄂露葵

助理巡视员：杨建人  朱建国

张玉国  郭 明

总 会 计 师：刘润田

七、吉林省财政厅

厅 长：王化文

副 厅 长：于子游  邹继宏  张永田

刘长龙  孙玉刚

纪 检 组 长：陈岐山

助理巡视员：高 壮  孙德生  王 琪

八、黑龙江省财政厅

厅 长：李继纯

副 厅 长：姜在滨  冯健民  孙敏强

张晶川  王兆力  王庆江

助理巡视员：顾晚光

九、上海市财政局

局 长：刘红薇

党 委 书 记：张爱民（副局长）

副 局 长：田春华  袁白薇

总 经 济 师：许 沛

助理巡视员：邹华新  葛慰似

局 长 助 理：赵伟星  曹 晖  胡兰芳

十、江苏省财政厅

厅 长：包国新

副 厅 长：李小平（正厅级） 江建平

黄晓平  张美芳

纪 检 组 长：徐阳升

十一、浙江省财政厅

厅 长：黄旭明

副 厅 长：钱巨炎  罗石林

傅钱生  沈继宁

助理巡视员：方仁祥

十二、安徽省财政厅

厅 长：朱玉明

副 厅 长：项仕安  汪建国  周春雨

楚建平  毕小彬

纪 检组 长：迟本能

助理巡视员：刘 刚  汪晓琴

十三、福建省财政厅

厅 长：马潞生

副 厅 长：林永经  李国瑛  陈小平

陈青文  庄友松  孙婷婷

纪 检 组 长：王球球

巡 视 员：谢长安

十四、江西省财政厅

厅 长：胡幼桃

副 厅 长：李锅根  胡 强

纪 检组 长：盛世课

助理巡视员：梁南江

十五、山东省财政厅

厅 长：尹慧敏

副 厅 长：宋文平  阮凤英  孟凡利

纪 检 组 长：于国安

总 会 计 师：张洪军（正处级）

总 经 济 师：赵 琴（正处级）

十六、河南省财政厅

厅 长：赵江涛

副 厅 长：范立新  杨 玲

鲁 轶  杨 舟

纪 检 组 长：钱良举

助理巡视员：李 斌

十七、湖北省财政厅

厅 长：罗 辉

副 厅 长：刘学武  周顺明  王华新

纪 检 组 长：徐新生

总 会 计 师：洪 流

巡 视 员：高文娇

十八、湖南省财政厅

厅 长：李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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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厅 长：李良田  王新国

胡伟林  石建辉

总 会 计 师：张美霞

巡 视 员：尹翠兰

总 经 济 师：孟国良

助理巡视员：谭高先

顾 问：瞿宝元

十九、广东省财政厅

厅 长：刘 昆

副 厅 长：郑振涛  周高雄  蓝佛安

李朝明  曾志权

纪 检 组 长：赵 军

助理巡视员：熊展瑜  吴仰和  纪 武

二十、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厅 长：刘铭达

副 厅 长：李代信  李崇玉  张忠国

关 礼  席鸿康

助理巡视员：曾秋莲

二十一、海南省财政厅

厅 长：陈日进

副 厅 长：陈海波  曾德运  刘平治

二十二、重庆市财政局

局 长：马千真

副 局 长：刘 伟  陈大炜

陈元春  封 毅

纪 检 组 长：周志开

二十三、四川省财政厅

厅 长：周维莲

副 厅 长：王 宁  谢维勤  王雪梅

高仁全  张兴德  黄 毅

纪 检 组 长：帅 克

助理巡视员：李登全  张其昌

二十四、贵州省财政厅

厅 长：李隆昌

副 厅 长：季 可  李 岷  杨 鸣

纪 检 组 长：张 力

总 经 济 师：王先耕

助理巡视员：张庆智

机关党委书记：李克君

二十五、云南省财政厅

厅 长：曹建方

副 厅 长：刘才明（正厅级）  肖晓鹏

杨守修  刘建华  任晓珍

赵新黔（省农开办主任）

纪 检组 长：龙光伟

总 会 计 师：杨利邦

巡 视 员：许志荣  刘 捷

助理巡视员：谭金蓉  龙文学

二十六、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厅 长：白玛才旺  罗红英

丁业现

副 厅 长：王建凡（援藏）  普 穷

姚瑞锋

纪 检 组 长：吴雪生

助理巡视员：白 曲

二十七、陕西省财政厅

厅 长：刘维隆

副 厅 长：刘小燕  姜 锋

纪 检 组 长：蔺松元

巡 视 员：王树汉

助理巡视员：韩传芝

二十八、甘肃省财政厅

厅 长：苏志希

副 厅 长：陆代森  吴仰东

马 俊  郑卫民

助理巡视员：张明池

二十九、青海省财政厅

厅 长：张光荣

副 厅 长：彭玉林  马海莉  张国生

刘应祥  肖玉海

纪 检 组 长：韩德福

助理巡视员：张孚路  刘满香

三十、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厅 长：陶 源

副 厅 长：路 芳  李彦凯  王和山

纪 检 组 长：王本仁

助理巡视员：张茂升  刘怀明  马闽霞

厅 长 助 理：倪志良（挂职）

三十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厅 长：李学军（党组副书记）

副 厅 长：谢亚涛  弯海川

托乎提·亚克夫  林永泽（挂职）

纪 检 组长：敖海林

助理巡视员：何瑞瑛  胡志江

总 会 计 师：张立德

世界银行塔里木二期项目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副厅

级）：王富强

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副厅级）：

夏代提·海木都拉

三十二、沈阳市财政局

局 长：祁 鸣

副 局 长：路玉甫  刘长林  张恒玺

王树江  吴景峰

纪 检 组 长：苏曼华

巡 视 员：于占淮

三十三、大连市财政局

局 长：阎承琦

副 局 长：林 华  王连山

王纪成  张国平

巡 视 员：李忠永

总 会 计 师：孙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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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长春市财政局

局 长：卢友富

副 局 长：于落川  吴德忱

纪 检 组 长：胡延生

助理巡视员：黄 克  卢鸿武

三十五、哈尔滨市财政局

局 长：席长青

副 局 长：王贵良  王文亮  朱守东

朱 海  高大伟

纪 检组 长：徐常山

助理巡视员：陈修岗  颜世春

三十六、南京市财政局

局 长：金 钟

副 局 长：张东宝  翁国玖  徐 俊

纪 检 组 长：吕双琴

助理巡视员：吴毓淮

三十七、杭州市财政局

副 局 长：陈锦梅  濮兰英  屠辛庚

党委成员：李广喜  赵 敏（国资局副局长）

郑向炜

三十八、宁波市财政局

局 长：宋越舜

副 局 长：王跃鹏  陈宝根  章翠飞

胡望真  宋济青

总 经 济 师：贺也贞

三十九、厦门市财政局

局 长：黄 强

副 局 长：庄志杰  林建造  吴旗明

纪 检 组 长：黄小明

助理巡视员：傅建洪（援藏）

稽查特派员：林国安

四十、济南市财政局

局 长：牟陆阳

副 局 长：徐长林  赵明奎  王 勇

程苏军  于关淑  阴法庭

张永华（兼纪委书记） 郭毅琳

四十一、青岛市财政局

局 长：徐镇绥

副 局 长：崔 慰  刘瑞华

蔡自力  李忠堂（离岗待退）

纪 委 书 记：徐守训

总 会 计 师：杜常功

助理巡视员：王玉兰（离岗待退）

四十二、武汉市财政局

局 长：张福来

副 局 长：周学云  陈昌时

纪 检组 长：薛耀忠

巡 视 员：姚传志  田志刚

四十三、广州市财政局

局 长：郭锡龄

副 局 长：谢月娴  林锦全  袁锦霞

阮志杰  吴国伟  钱 晟（挂

职）

纪 委 书 记：刘善良

四十四、深圳市财政局

局 长：及聚声

副 局 长：伍秀琼  汤暑葵  李廷忠

党 委 书 记：张奕炎

纪 检 组 长：张福通

总 会 计 师：黄亦平

巡 视 员：凌时英

四十五、成都市财政局

局 长：李茂成

副 局 长：廖先成  刘俊林  龚世平

李 捷  杨 蓉

纪 检 组 长：关新建

巡 视 员：马蓉生

助理巡视员：秦光福  黎安兴  刘兴蓉

四十六、西安市财政局

局 长：梁淑贞

副 局 长：胡 凯  杨广亭  杨 宁

纪 检 组 长：赵启茂

助理巡视员：陈秀平

四十七、珠海市财政局

局 长：尤镇城

副 局 长：杜炳荣  吴小濠

四十八、汕头市财政局

局 长：吴銮珍

副 局 长：张娟辉  吴建群  官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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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县级 财政局长名 单

（以2003 年 12 月31 日在职干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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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财政系统职工情况统计表（2003 年）

单位：人

说明：财政部含部机关、部直属事业单位、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和北京、上海、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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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财政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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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 月

1 月 6 日  中国财政部和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

在北京共同庆祝两国开展财政合作20周年。财政部副部长金

立群、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副总裁瓦夸延出席庆祝

仪式。金立群指出，20 年来，经过中科双方有关方面的共

同努力，绝大部分建设项目已建成投产，获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改善了项目所在地的基础设施条件，促进了当地经济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中科两

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1 月10日  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出席全国农村财政工

作座谈会。会上，廖晓军充分肯定了农业财政工作对我国农

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并提出了今后农业财政工

作要以提高农民收入为中心任务，以促进农业农村结构战略

性调整为主线，统筹兼顾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1 月14日  财政部会同国家计委、国家外汇管理局联

合发布《外债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国首次从全口径角度

制定的规范各类外债管理的规章。《外债管理暂行办法》的

出台，对于完善我国外债管理法规体系，加强全口径外债管

理，规范举借外债行为，提高外债资金使用效益和防范外债

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外债管理暂行办法》自2003 年3 月1

日起实施。

1 月16 日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国库存

款计付利息管理暂行办法》，决定自2003 年 1月1 日起对国

库存款计付利息，标志着我国国库资金管理方式发生了重大

改变。

1 月28 日  中国与韩国关于经济发展协力基金第六批

一期贷款签字仪式在财政部举行，财政部部长助理李勇出席

了签字仪式。

2 月

2月19日  财政部开始发行2003年记账式（一期）国

债。本期国债发行总额350 亿元，期限7 年，为固定利率附

息债，票面年利率为2.66% 。2 月 24 日发行结束，2月 26

日开始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

2月 20 日  财政部开始发行2003年凭证式（一期）国

债。本期国债发行总额为600 亿元，其中三年期 300 亿元，

票面年利率2.32% ；五年期300亿元，票面年利率 2.63% 。

本期国债发行期为2003 年 2 月 20 日至 2003 年 3 月 31 日，

采取分段发行方式，其中 2 月 20 日至3 月 3 日发行 360 亿

元，3月4日至3月31 日发行240 亿元。本期国债从购买之

日开始计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2 月 24 日  财政部和教育部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

“首届国家奖学金发放仪式”。为不断完善我国高校资助经济

困难学生的政策体系，帮助高等学校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

学业，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

到全面发展，经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研究决定

设立国家奖学金。我国从 2002 年起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首

次设立国家奖学金制度，决定中央财政每年拨款2亿元，专

项用于资助全国普通高等学校45 000名品学兼优的经济困难

学生。李岚清副总理出席发放仪式，向首届国家奖学金获得

者代表发放奖学金并与他们合影。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奖学

金发放仪式上讲话指出，认真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正

常入学和顺利完成学业问题，是各级财政部门的重要职责。

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和单位，扎扎实实把这项

工作做好。

2月 26 日  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李勇和德国驻华大使

薄德磊在钓鱼台国宾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2002 年度财政合作协议》。该协议约

定，2002 年度德国政府将向中国政府提供总额不超过2 800

万欧元贷款，主要用于污水处理、轨道交通等领域；总额不

超过2 600万欧元赠款，主要用于造林、太阳能领域。

2月27 日  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项怀诚主持召开党

组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精神。

3 月

3 月 4日  财政部会同国家工商总局等六部委联合发出

了《关于2003 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有关工作的通知》

和《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 情况进行调查

的通知》以全面了解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以

及执行新制度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3 月 6 月  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受国务院委托，在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2002 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报

告说，2002 年全国财政总收入18 914亿元（不含债务收入），

比上年增加2 528亿元，增长 15.4% 。全国财政总支出

22 012亿元，比上年增加3 109亿元，增长 16.4% 。收支相

抵，支出大于收入3 098亿元。按照党中央的经济工作方针

和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财政经济工作的各项要求，综合

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国务院编

制了2003 年中央预算草案：2003 年中央财政总收入安排

11 940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575 亿元，增长 5.1% ，中

央财政总支出安排15 1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675 亿

元，增长4.7% 。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3 198亿元，比上

年增加11亿元。200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汇总，全国财政收

入安排20 501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1 587亿元，增长

8.4% ，全国财政支出安排23 699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1 687亿元，增长7.7% 。

3 月17 日  中国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会见德国财政部副

财长科克·韦瑟。

3 月18 日  中德财政合作中小企业第三期信贷规划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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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协议及财政部与中国民生银行委托代理协议在北京签署。

中德财政合作中小企业第三期信贷规划贷款是财政部以中国

政府名义借入的条件较为优惠的德国政府贷款，目的是支持

中国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本次贷款规模为

1 920万欧元，其中三分之二为40 年期软贷款，三分之一为

10 年期商业贷款。

3 月21 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

全体会议，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出席。

3 月21 日  财政部召开2003年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新增试点单位座谈会。财政部副部长肖捷在座谈会上指出，

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作为源头防腐的重要举措，将加大改

革力度，新增40个中央部门进行支付改革试点，20 个中央

部门进行收入收缴改革试点。他强调，改革要遵循“三个不

变”原则，即：不改变预算单位的预算执行主体地位；不改

变预算单位的资金使用权限；不改变预算单位财务管理和会

计核算权限。

3 月 24 日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副部长金立群会见亚

行行长千野忠男。

3 月25 日  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金人庆主持召开财

政部部内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第一次全

体会议精神。

3 月31 日  2002年度日本向中国提供的总额1 212.14亿

日元的政府贷款合同在东京签字。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

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副总裁田波耕治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

字，中国驻日使馆公使参赞吕淑云出席了签字仪式。这次日

元贷款主要用于安徽、河南、湖北、甘肃、广西、内蒙古等

省、自治区的 6个环保项目、内陆地区六省市的人才培养项

目以及湖南省的扶贫项目。贷款条件为利率 0.75% 至

2.2% ，偿还期限为30至40年。

4 月

4月1 日  财政部开始发行2003年凭证式（二期）国

债。本期国债发行总额为900 亿元，其中三年期 450 亿元，

票面年利率2.32% ；五年期450亿元，票面年利率2.63% 。

本期国债全部由2003 年凭证式国债承销团包销。本次发行

采取按月分段发行方式，其中4月1 日至4月30 日发行300

亿元，5月1 日至5月 31 日发行300亿元，6月1 日至6月

30 日发行200亿元，7月 1 日至7月 31 日发行100 亿元。

4 月3 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央决定税费改革的试点

工作在全国范围推开，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一

项重大决策。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要以“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彻底减

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分配

关系，推动农村上层建筑的变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求相适应的农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

农村生产力。

4 月 8日  财政部发行2003年记账式（二期）国债。发

行面值总额为260亿元，为 10 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票面

年利率为2.8% ，每年支付一次。本期国债 4月 9 日开始发

行并计息，发行对象为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

者。4月 18 日开始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同时以现券和回

购的方式上市流通。

4 月10 日  全国财政国库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财政

部副部长肖捷在会上发言指出，全国大部分地区要在省一级

实施统一规范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并争取在全国一半

左右的地区将改革实施到地市一级。

4 月 13 日  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出席第十六届亚太

地区会计师联合大会地方团组团工作会议和全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注册评估师协会秘书长会议。

4 月13 日  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强调，在全球经

济发展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应当拥有更多的发言权。金立群

说，与半个多世纪以前布雷顿森林机构成立时相比，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整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

重有所上升，这一变化应在基金组织的份额和世界银行的股

份分配中得到体现。关于如何实现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

标问题，金立群说，蒙特雷会议形成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要求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承担责任，加强合

作，应对挑战，通过经济增长促进扶贫，尽可能如期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为此，发达国家应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

场，减少贸易壁垒，特别是对初级产品的补贴，为发展中国

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尽量使所有国家参与

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促进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4月14日  财政部发布第六批独立审计准则项目。这

次修订在发表的审计意见、审计意见类型名称、各种不同的

审计意见类型的适用条件、审计报告的段落结构等方面发生

了很大变动，并进一步规范了强调事项段的适用情形和使用

限制，对注册会计师执业有很大影响。

4 月15 日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主持召开国务院农村税

费改革工作小组会议，肖捷副部长出席。

4月 17 日  财政部发行2003年记账式（三期）国债。

发行面值总额为260 亿元，为20 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票

面年利率为3.4% ，每半年支付一次，发行对象为社会各类

投资者。4月25 日开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时以现券和回购的方式上市流通。

4 月 23 日  财政部公布了中央财政20亿元非典型肺炎

防治基金的用途。主要用于：救治“非典”患者、“非典”

医疗设备购置、卫生医务工作者补助、“非典”药品和物资

储备、用于“非典”病毒快速诊断试剂的研制和“非典”防

治的科技攻关。

4月24日  财政部开始发行2003年记账式（四期）国

债。本期发行总额260 亿元，为5 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利

息每年支付一次，经投标确定的票面年利率为2.45% 。4 月

29 日发行结束，5 月 12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同时以现

券和回购的方式上市流通。

4 月 25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非典型

肺炎疫情发生期间个人取得的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等所得免

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对承担“非典”防治任务的医

疗单位、工作在“非典”防治第一线的卫生医务工作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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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财政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对防治非典型肺炎卫生

医务工作者给予工作补贴的通知》，根据地方政府规定标准

所取得的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同

时，对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非典”的药品、医疗用具和

防护用品（不包括现金），可不计入个人当月薪金收入，免

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4 月 29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纳税人

向防治非典型肺炎事业捐赠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对企业、

个人等社会力量向各级政府部门、卫生部门捐赠用于防治

“非典”的现金和实物，以及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

总会向防治“非典”事业的捐赠，允许在所得税前全额扣

除。

同时，通知要求各级政府、民政部门、卫生部门，以及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接受的用于防治非典型肺

炎的捐赠，应专项用于防治非典型肺炎，不得挪作他用。通

知自2003 年 1月 1 日起执行，疫情解除后停止执行。

4月 29 日  为保障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非典”患

者及时就医，财政部与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农民和城镇困

难群众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明确规

定对这部分人员中的“非典”患者实行免费医疗救治，所发

生的救治费用由政府负担。

4月30 日  卫生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

政部联合下发《关于非典型肺炎患者和疑似病人缴纳救治费

用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医疗机构救治“非典”患者

简化手续，并规定检查费用和救治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

采取记账方式，事后按有关规定渠道解决。

5月

5 月 8日  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的首批防治“非

典”紧急援助物资运抵首都机场。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代表

中国政府接收这批援助物资，并立刻移交给北京市副市长孙

安民。

5 月9 日  为减轻受“非典”疫情影响比较严重行业的

经济负担，降低经营成本，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财政部

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从 5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对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公路客运、

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减免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地方水

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

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农网还贷资

金、库区维护建设基金、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公路客运

附加费、水路客运附加费、各种价格调节基金、帮困资金、

城市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15项政府性基金。

5 月 9日  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

审计署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

等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通知》。《通知》的重点是：明

确提出政府非税收入的概念、取消原有的一些过渡性政策措

施，加快政府非税收入收缴改革的步伐，严禁未经批准将行

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以及要求中央部门

和单位建立健全内部财务会计核算制度。

5 月 12 日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

出紧急通知，决定对包括餐饮业在内的部分行业从 2003 年

5月 1 日至9 月 30 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免征营业税及其

他部分税种。

5 月14 日  财政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出通知，

就如何加强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的有关问题做出具体部

署。通知指出，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要严格执行《社会保

险基金会计制度》，实行收付实现制。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

要以货币形式全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严禁以物抵费。

5 月15 日  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会见英国驻华大使

韩魁发。

5 月19 日  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主持研究农村信用社

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问题，金人庆部长出席。

5 月20 日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中国财经报社听取中

国财经报社、中国财政杂志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经济

科学出版社工作汇报，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金人庆强调指

出：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财政政

策、财政理论、财政业务和财政、财会干部服好务。

5月 21 日  财政部决定续发行2003年记账式（一期）

国债350亿元，所筹资金全部计入2003 年国债发行总额度。

续发行部分起息日、票面利率等各项要素均与 2003 年记账

式（一期）国债相同，即：起息日为2003 年 2 月 19 日，期

限7 年，票面年利率为2 .66% 。本期国债通过全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采用多种价格招标方式续发

行，招标标的为含息全价，经投标确定的加权平均承销价格

为每百元面值100.92元。本期国债于5月22 日起，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与2003 年记账式（一期）

国债合并上市交易。

5月 28 日  财政部、国家林业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

发出通知，免除天保工程区森工企业部分债务。这项政策的

实施，对于调整森工企业经济结构、促进天保工程区森林资

源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有着重

要意义。

5 月30 日  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财政部

部长金人庆、副部长金立群出席会议。

6 月

6 月2 日  财政部对全国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理财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担任组长，

副组长由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条法司司长杨敏担任，部机

关各司局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

6 月3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2003年农村税费改

革试点地区农业特产税有关问题发出通知。通知指出，关于

2003 年是否征收农业特产税问题，各地区可根据统一政策，

分散决策的原则，自主决定。条件成熟的省，可结合本地实

际，在自行消化财政减收的前提下，对部分农业特产品（除

烟叶外）不再单独征收农业特产税，改为征收农业税。

6 月11日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主持召开部长办公室会

议和党组会议，研究《政府政策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送审

稿）》及其他问题，传达学习温家宝总理 6 月 6 日听取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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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汇报时的指示精神。

6月 12 日  为支持青藏铁路建设，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发出《关于青藏铁路建设期间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

知》，决定在青藏铁路建设期间，对相关单位在营业税、增

值税、印花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企

业所得税七个税种上给予税收优惠。

6 月13 日  财政部、商务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2003

年度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要

求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活动的支持力度。通

知指出，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非典”疫情给出口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了较大影响，也使部分已经

安排的2003 年度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支持项目无法

顺利实施。为尽可能减少“非典”疫情影响，财政部、商务

部研究决定，对2003 年度项目采取部分临时应急措施。

6 月18 日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

设进程，中泰两国已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泰王

国政府关于〈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期

收获”方案下加速取消关税的协议》。根据协议，中泰两国

将自2003年10 月 1 日起对双方蔬菜、水果贸易实行零关

税，较自由贸易区原定进程提早3年实现这一目标。

6 月23 日  财政部发行记账式（五期）国债。发行面

值总额260 亿元，为 3 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票面年利率

2.32%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本期国债采用单一价格（荷兰

式）竞争性招标方式，招标标的为价格。本期国债 6 月 23

日开始发行并计息，发行对象为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

机构投资者，不向社会发售。7 月3 日起，本期国债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同时以现券和回购的方式流通。

6月 23 日  财政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

部联合发出《关于专项治理涉及建筑企业收费的通知》，公

布取消了包括城市增容费、外省施工企业调节金、出入省建

筑施工企业管理费、出省承包工程管理费、报建费、外国企

业承包工程管理费、建筑检测试验费等30 项涉及建筑企业

的收费，对涉及建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政府性集资、摊派以及经营服务性收费等进行专项治理。

6月 24 日  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

东部地区座谈会于当日在南京召开。西、中部地区座谈会相

继在成都、武汉召开。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座谈会上通报了

上半年财政工作和预算执行情况，介绍了财政部党组关于学

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推

进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思路，并部署了下半

年增收节支等财政工作。

6 月 25 日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向十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全体会议报告了 2003 年前 5 个

月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他指出，虽然遭受突如其来的

“非典”疫情影响，一季度全国预算执行情况总体上比较正

常，但是完成全年预算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下半年要积极推

进各项财政改革，依法加强收入监管，严格控制和管理好财

政支出，确保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社会稳定以及财政预

算的圆满完成。

6 月 26 日  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金人庆在财政部兴

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党组中心组学习扩

大会暨抗击“非典”工作先进表彰会上强调，财政部机关和

部属各单位的党组织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兴起学习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

7 月

7 月 1 日  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金人庆主持召开部党

组会议，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7 月 5 日  第五届亚欧财政部长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

岛开幕。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作加强亚欧伙伴关系主旨发

言时呼吁，亚欧国家应从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出发，充分利

用两地在市场、资源、资金及技术方面的互补优势，切实强

化亚欧经济合作。金人庆提议，亚欧两个地区在区域金融合

作、推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与结构调

整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并积极探索双方财政金融合作的可

持续资金支持机制。

7 月 9 日  财政部发出《关于增补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

会委员的通知》，决定对第二届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

新增补3 人，分别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李

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吴小平、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评价局局长孟建民，聘期为两年。至

此，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共有委员19名。

7 月 10 日  亚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会同意行长千野忠

男的提名，任命中国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担任亚行副行长。

金立群于 8月 1 日上任，主管亚行南亚、湄公河区域及私人

部门贷款业务。

7 月 11 日  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农

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个人取得农业特产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问题的通知》。决定：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停止征收农业

特产税，改为征收农业税后，对个体户或个人取得的农业特

产所得，按照有关规定，不再征收个人所得税。

7 月 11 日  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在“金财工程”专家

咨询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金财工程”信息系

统在建设过程中要遵循四项原则，第一，必须坚持为财政业

务服务的原则；第二，要坚持“五个统一”的原则，即“统

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系统平台和统一组

织实施”；第三，坚持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第四，

坚持建设与应用并举的原则。

7 月 14 日  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金人庆在财政部兴

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党组中心组学习扩

大会暨司局长专题研讨班的动员讲话中强调，学习贯彻“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前首要政治任务。财政部机关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讲话精神，以胡

锦涛同志讲话为指导，推动部机关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新高潮。

7 月 14日  中英财金对话机制第三次会议在伦敦举行，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和英国财政部副部长保罗·波藤共

同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期间，中英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

金融部门的稳定和监管、财政体制改革以及共同感兴趣的问

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多项共识。会议结束后，双方

发表了《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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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15 日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会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 N DP）北京首席代表莱特纳女士。

7 月25 日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会见瑞银投资银行全球

投资执行主席布里坦勋爵。

7 月 25 日  财政部开始发行2003年记账式（六期）国

债。本期发行总额 260 亿元，期限 5 年，为固定利率附息

债，经投标确定的票面年利率为2.53% 。25 日开始发行并

计息，7月 30 日发行结束。发行对象为进入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8月 5 日开始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同时以现券和回购的方式上市流通。

8月

8 月 2日  财政部公布中荷、中德年度双边财政合作会

谈进展情况。荷兰和德国两国政府分别表示向我国提供

2 080万欧元的政府贷款和5 000万欧元的优惠资金。两国政

府均表示，将继续提供资金，不断促进与我国的合作。德方

承诺的5 000万欧元优惠资金将主要用于资助我国污水处理、

医疗、太阳能、防沙治沙、小额信贷和扶贫等项目。

8 月 5 日  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

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下发《关于今年夏粮收购资金政

策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对夏粮收购资金政策有关问题做

出规定，确保按保护价收购夏粮资金的供应；对不在保护价

收购范围之内的直接补贴等方式收购粮食，有关政策性银行

也将采取贷款等措施给予积极支持。

8 月7 日  第六届东盟和中国、日本及韩国（“10 + 3”）

财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参加

会议并发表讲话，希望东亚国家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为亚

洲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对于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一

事，金人庆表示，这符合本地区的需要，中国支持这一倡

议，愿意积极参与各项相关研究与合作。

8 月12 日  本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关税税则委员会主任、财政部部长金

人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做好新形势下的关税工

作，高度重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进一步做好财政工作。温

家宝希望新一届税委会要认真履行职责，着力抓好几项主要

工作：一是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二是努力增加国家财

政收入；三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积极促进国际贸易

公平发展，推动国际合作；四是切实发挥关税保护作用；五

是加强关税法制建设。

8月 18日  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2003年年会暨

第十六次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开幕。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应

大会邀请作有关“美国会计准则最新进展及启示”的学术报

告。在报告中，她分析了美国于2003 年7月 25 日发布的研

究报告，并就该报告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启示发表了自己

的见解。

8月20 日  财政部开始发行2003年记账式（七期）国

债。本期发行总额 460 亿元，其中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证券交易所市场发行 360 亿元，通过试点商业银行柜台

面向社会发售100 亿元。试点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北京、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广东分行（以下简称“试点银行”）。本期

国债为7 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票面年利率为 2.66% ，利

息每年支付一次。本期国债 8 月 20 日开始发行并计息。9

月 1 日起在各交易场所同时以现券和回购的方式上市流通，

试点银行柜台为现券买卖。

8 月 28 日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财政部会见了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唐英年。

9 月

9 月1 日  财政部开始发行2003年凭证式（三期）国

债。本期国债发行总额为 500 亿元，其中三年期 250 亿元，

票面年利率2.32% ；五年期250亿元，票面年利率2.63% 。

本期国债全部由2003 年凭证式国债承销团包销。本次发行

采取按月分段发行方式，其中9月1 日至9月30 日发行200

亿元，10月1 日至10 月 31 日发行 200 亿元，11 月 1 日至

11月 30 日发行100亿元。

9 月 1 日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

裁科勒先生。

9 月 2 日  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

了前来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双方就一系列共同关心

的财经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9 月 11日  为全面推进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工作，提高

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工作水平，财政部召开中央单位 2003 年

政府采购工作座谈会。此次座谈会主要是听取各中央单位对

中央政府采购工作在政策制定、采购预算编制、集中采购活

动、采购资金的支付以及 2004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项目范

围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9 月 17 日  财政部发行记账式（八期）国债。本期国

债发行面值总额 163.8 亿元，为 10 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

票面年利率为 3.02% 。本期国债 9 月 17 日开始发行并计

息，发行对象为社会各类投资者。9 月 25 日起，本期国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时以现券和回购的方

式上市流通。

9 月18 日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GM S）第

十二届部长会议在中国云南大理市召开。中国财政部部长金

人庆在会议上表示，为扩大次区域合作的成果，GM S 六个

成员国今后应加强五方面的合作。第一，加快贸易便利化进

程。第二，加强资源领域的合作，使区域内能源、生物、矿

产等主要优势能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

势，以此促进次区域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促进私

人部门对次区域合作的参与，鼓励跨境私人投资。第四，加

强卫生领域的合作，构筑次区域国家传染病疾病的监测和共

同防治体系，确定各种传染病的共同防治规划和目标，并在

相关的医疗技术、产品和服务方面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第

五，进一步提高次区域合作的效率。

9 月 22 日  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世界银行发展委

员会会议上发言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困国家目前仍面

临着发展资金严重短缺和贸易环境恶化的双重困难，全球贫

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推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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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金人庆强调，当前不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更加突出了

以发展促和平的重要性。在谈到贸易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时，金人庆说贸易开放并不能自动带来经济增长，公平的多

边贸易机制至关重要。他还强烈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

金融机构的声音和代表权。

9 月23日  2003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开幕。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会

上发言说，为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中国政府将继续

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政府

将积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谈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在推动发展、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作用时，金

人庆说，世界银行的作用仍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

展，通过促进资源的转移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纠正全

球发展不平衡。在此宗旨下，世界银行应坚持以贷款业务为

主，并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促进成员国加强货币合作、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中继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政府赞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

防范和解决方面作出的有意义的探索和努力，鼓励基金组织

继续帮助低收入国家减债和恢复经济增长。金人庆还呼吁发

达国家切实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金援助。

9 月30 日  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与到访的亚行副行长约

瑟夫·埃肯博格签署了《中国政府与亚洲开发银行扶贫合作

伙伴协议》。该协议是指导中国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的纲领

性文件，确定了双方合作的主要领域。

10月

10 月 10 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工作

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

指出，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

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10 月13 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

决定，对现行出口退税机制进行改革。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具

体内容。一是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二是加大中央财政对出

口退税的支持力度；三是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

的新机制；四是推进外贸体制改革，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五

是累计欠退税由中央财政负担。同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联合发出了关于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的通知。

10 月16日  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金人庆主持召开部

党组会议，传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

10 月17 日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非

洲开发银行行长及非洲十九国财政部长。

10 月 21 日  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钓鱼台国宾馆会

见并宴请美国银行家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奥吉尔维。

10 月 22 日  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金人庆在财政部党

员干部大会上强调，财政部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财政工作实

际，深入思考新时代、新形势对财政工作的新要求，增强实

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辱使命，努

力开创新时期财政工作新局面。

10 月23 日  中国政府委托财政部发行15亿美元主权外

债的承销协议在美国高盛公司纽约总部签署。中国财政部副

部长李勇代表中国政府在承销协议上签字，美国高盛公司、

美林公司和 JP 摩根银行代表承销方在协议上签字。中国驻

美国大使杨洁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和中国驻纽约

总领事刘碧伟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政府此次发行的主权外

债规模为15 亿美元，分美元和欧元两个币种，其中美元全

球债券发行额为10亿美元，期限10 年，票面利率4.75%。

欧元债券发行额等值为 5 亿美元，期限 5 年，票面利率

3.75% 。美方承销商为高盛公司、美林公司和 JP 摩根银行，

欧洲方面承销商为德意志银行、法国巴黎国民—巴黎巴银行

和瑞士联合银行。

10 月 24 日  财政部发行2003年记账式（九期）国债。

本期国债为15 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

发行总额 220 亿元。经投标确定的票面年利率为 4.18% 。

本期国债10 月 24 日开始发行并计息，10 月 30 日发行结

束。发行对象为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不

向社会发售。11 月 5 日开始，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同时

以现券和回购的方式上市流通。

10 月26 日  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墨西哥莫雷利亚

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年会上指出，加强南北对

话，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秩序是消除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

关键。发达国家应与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共同承担起解决

这一问题的责任。

10 月 27 日  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赴韩国汉城出席中

日韩三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议。

10 月31 日 2003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在全国

同时举行。共有 68.2 万人次参加了这次考试。考试期间，

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陈毓圭

在北京考区巡视。

11月

11 月4 日  亚太会计师联合会（CAPA）理事会第 61

次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包括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内的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CAPA 理事会成员均派代表出席了这次

会议。会议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CAPA 主席李勇主持，会

议总结回顾了上一次会议以来 CAPA 开展的各项工作，研究

确定了CAPA 下一步工作计划。

11 月 6 日  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会见德国复兴信贷

银行（K FW ）董事长汉斯·瑞奇。

11 月10 日  财政部发行记账式（十期）国债。发行总

额220亿元，为2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利息按年支付；经

投标确定的票面年利率为2.77% 。本期国债 2003 年11 月

10 日开始发行并计息，11 月 14 日发行结束。发行对象为进

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不向社会发售。11

月20 日开始，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同时以现券和回购的

方式上市流通。

11 月10 日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摩

根大通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哈里森。

11 月 14 日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主持召开全国机关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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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调资工作财政厅（局）长座谈会，肖捷副部长出席。

11 月17 日  “中国财税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财

政部部长金人庆参加会议并发表了讲话。金人庆肯定了面临

“非典”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情况下，财政收入仍然保持了

大幅增长。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的目标框架下，我国的

财政改革与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金人庆指出，目前财

政工作需要面对的任务主要有三个：紧紧围绕发展这一主

题，千方百计做大经济和财政收入“蛋糕”；切好、用好财

政收入“蛋糕”，全面促进“五个统筹”；大力推进财政管理

制度改革，提高财政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11月 19 日  财政部发行2003年记账式（十一期）国

债。本期国债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及

试点商业银行部分网点同时发行。试点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工

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北京、

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分行。本期国债发行面值总

额为360 亿元，为 7 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票面年利率为

3.50 % ，每年支付一次。本期国债11月19 日开始发行并计

息，发行对象为社会各类投资者。12 月 2 日开始在各交易

场所同时以现券和回购的方式上市流通，试点银行柜台现券

买卖。

11月20 日  财政部发行2003年凭证式（四期）国债。

发行面值总额为600 亿元，其中一年期240 亿元，票面年利

率1.98% ；2年期360亿元，票面年利率2.25 % 。本期国债

11月 20 日开始发行并计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本期国债

为记名国债，面向社会公开发行。

11 月 26 日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主持召开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11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在北京举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曾庆

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从全局和战

略的高度，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提出了

2004 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着重强调了做好 2004 年经济

工作需要把握的重要原则和重大问题，并对加强和改善党对

经济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系统总结了 2003 年的经济工作，

并就做好2004 年经济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1 2月

12 月1 日  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与到访的法国经济

财政工业部部长梅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就铁道部利用法国

政府贷款引进铁路大型养路机械和电气化运营维护设备项

目，签署了两国政府间财政议定书。自1985 年中法两国签

署第一个财政议定书以来，双边的财政合作取得了丰硕成

果，法方累计向中方提供约合 25 亿多欧元的援助贷款，项

目涉及能源、交通、化工和电子等领域。

12月 2日  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金人庆主持召开司

局长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2 月 2日  国务院发布第28号命令，决定成立振兴东

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任小组组

长，国务院副总理黄菊、曾培炎任副组长。财政部部长金人

庆等26位部领导为小组成员。

12月 3日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会见了出席广西钦州滨

海公路项目签订仪式的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总裁胡

迈尔一行。双方就进一步加强财政合作交换了意见。会见结

束后，财政部与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的代表，就广

西钦州滨海公路项目签订了贷款协定。科方为该项目提供了

总额930万科威特第纳尔（约合3 000万美元）的政府贷款，

用于公路土建、桥梁、电子计收费系统等建设工程。

12 月 4 日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会见摩根大通集团副董

事长郭礼德。

12 月 5 日  第七届中韩税收政策交流会在钓鱼台国宾

馆举行，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和韩国财政部副部长金荣龙主

持会议。中方重点介绍了出口退税制度改革、统一各类企业

所得税、增值税转型等内容。韩方就所得税区域优惠政策、

进出口贸易有关税收政策、房地产税制度、农业税收制度等

问题做了介绍。

12 月9日  全国财政社会保障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财政部副部长肖捷在会上强调，全国财政社保部门要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各级财政部门应本着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继续实行

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同时，完善社

保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完善社会保

障筹资机制。

12 月11日  财政部发行记账式（十二期）国债。本期

国债期限为1 年期，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贴现发行，发行

面值总额255 亿元，到期按票面金额一次偿还。本期国债采

用单一价格竞争性招标方式，招标标的为价格。经投标确定

的承销价格为每百元面值97.51 元。本期国债12 月 11 日开

始发行并计息，发行对象为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各类

机构，不向社会发售。12 月 19 日起，本期国债在全国银行

间债券市场同时以现券和回购的方式流通。

12 月 15 日  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在云南出席中国会

计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时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对会计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适应国际化潮流，推

动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惯例逐渐趋同，对促进改革、扩大开

放具有重要意义。在立足我国国情和现实会计环境的前提

下，除非相关国际会计惯例与我国法律法规存在冲突或者明

显不切合我国实际，否则都将努力促使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相协调或一致。

12 月 19日  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全球扶贫大会组委会

第一次会议上宣布，全球扶贫大会将于2004 年5 月27 日在

上海召开。

12 月22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对财政工作做出重要批示。他指出，财政是国家宏观调控的

重要手段，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物质基础。过去的一年，财政

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加强宏观调控、推进

各项改革、厉行增收节支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新的一

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财政系统全体干部职工

要振奋精神，再接再厉，扎实工作。第一，完善积极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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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调整结构，确保重点；第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统

筹兼顾，重视解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

间的不平衡问题，支持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改善生产条件、

生态环境和生活水平；第三，依法理财，依法征税，不断壮

大国家财政实力，建立稳固、强大的国家财政；第四，推进

财税改革，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确保财政资金使用

的规范、安全和有效，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第五，各级财

政部门要改进作风，搞好服务，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努力

增收节支，为国分忧。

12 月24日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财政部部

长金人庆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财政工作要在以胡锦涛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

帜，深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六

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的各项重大决策，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发展观，不断开创财政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这次会议深入

分析了当前的经济财政形势，总结了 2003 年的财政工作，

研究了今后一个时期的理财思路，并就2004 年的财政收支

计划和财政工作做了安排。

12 月 26 日  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与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

在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政府关于经济发展协

力基金第六批二期贷款安排》。根据该安排，韩国政府将向

中国湖北、湖南、安徽和云南四省水稻机械化项目提供

2 500万美元的贷款，贷款条件为年利率 2.5% ，偿还期 30

年（含 10 年宽限期），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四省建设水稻机械

化示范区所需的农业机械。

（财政部办公厅提供，徐璐玲、张 峥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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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度财政系统部分优秀论文

（调查报告）观点摘要

跨世纪的财政改革与发展

1998～2002 年的五年，是我国财政改革措施较多、力

度较大的五年，是财政收入增长机制不断完善、国家财政实

力不断增强的五年，是公共财政特征逐步显现、财政支持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较好成效的五年，是财政职能不断健全、财

政调控作用得到较好发挥的五年。在这五年的实践中，财政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

题，及时、果断、成功地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丰富了财政

调控的经验。

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

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财政作为政府宏观调

控的重要手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肩负着重要的

历史使命，财政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不断完善财

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性作用，努力促进国民经济稳定较快增长；根据经济结构的

变化适时调整财政收入结构，逐步建立起一套机制健全、管

理规范并能够覆盖全部经济活动的财政收入体系，提高财政

保障能力；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积极优化财政支

出结构，继续深化财政支出管理制度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和

人的全面发展。

（王保安  张冀湘  汪义达  杨远根）

论税收超 G D P 增长与全面减税

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GDP

的增长速度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不同税种的收入对

G D P 的依存度是不同的，在一定时期，税收收入的增长速

度既可能高于GD P 的增长速度，也可能低于GD P 的增长速

度，其是否正常，应作具体分析。

税收占 GDP 的比重反映的是全社会的宏观税负，并不

是企业的实际税负。虽然我国税收的增长快于 GD P 的增长，

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企业的负担并未提高。

我国税收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经济质量的改善、税收征管的加

强、税费改革进程的加快等。它不是依靠新增税种、提高税

率、扩大征税范围、增加企业税收负担来实现的。而且，国

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企业的微观税负不是在上

升，而是在下降。因此，我国现行的财税政策并没有体现

“重税”的特征，目前税收占 GD P 的比重是适宜的，是切合

中国国情的，这一比例体现了建立公共财政的需要，也兼顾

了税收效率的原则。

（朱振民  周传华）

2002 年度全国企业所得税

税源调查分析报告

根据2002 年度全国企业所得税税源分层抽样调查资料

分析，企业所得税税源分布由东向西递减分布，主要集中在

东部沿海地区；产业上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幅

较快；内资企业继续保持税源主力军地位，但从 2000 年～

2002 年三年的情况看，内资企业所得税税源比重略有下降，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税源比重略有上升；特大、

大型和中型企业仍然是我国企业所得税的骨干税源，占总税

源的80% 以上。

2002年与2001年相比，企业所得税总体税负水平基本

持平，平均实际税负为 23.16% ，其中，内资企业为

25.47% ，外资企业为15.43% ，内资企业比外资企业高10

个百分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所得税税负呈倒

“U”型分布，中部地区税负相对偏高。东部、中部和西部

地区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分别为 22.17% 、23.02% 和

20.36% ，其中东北三省的实际税负为 21.21% ，略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各省市企业所得税税负相差较大。实际税负超

过27% 的省市有：山东、辽宁、山西；实际税负低于22%

的省市有：贵州、新疆、广东、宁夏、甘肃、重庆、吉林和

海南。第一、二、三产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呈递增趋势，

第三产业实际税负较高。第一、二、三产业实际税负依次为

14.81% 、21.64% 、23.00% 。

（史耀斌  张天犁  冯 冰  郭垂平  程 浩）

坚持制度创新  完善分税制

财政管理体制

1994 年以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逐步完善。一是适

当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打破企业的行政隶属关

系，实行所得税收入的分享改革；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建立

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的新机制。二是规范了政府间转移支付

制度。不断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实施工资性转移支付

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配合中央宏观政策新增一些专项

转移支付，并改进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办法。三是推

进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完善，改善了省以下纵向和

横向财力分布格局。

分税制运行十年来成效显著，一是充分调动了中央与地

方“两个积极性”，促进了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二是增强

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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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条件制约，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中还存在政府间支出责任

划分不清、基层财政困难等问题。

进一步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一是要按照中央统一领

导、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各级

政府的支出责任；二是要合理调整和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

制，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张弘力  许宏才  张志华  郑 涌  王法忠）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是指财政部门、预算单位、

人民银行和代理银行，通过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加强管理、

严格监督，保证财政资金在支付和使用过程中，能够按照部

门预算、用款计划及相关要求，准确、及时、足额地拨付到

用款单位或商品、劳务供应者，并能够确保财政资金按规定

支付和使用。

评价财政资金的使用是否安全，主要设定了四个目标：

一是确保财政资金支付使用过程中，能够严格按照财政资金

支付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程序执行；二是能够保证财政资金的

支付和使用控制在用款计划和财政授权支付额度之内；三是

能够保证财政资金的使用符合预算规定的用途；四是能够有

效防止预算单位或代理银行违反规定擅自向其他账户划拨资

金。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安全性的基本思路是，逐步建立法规

制度完善、程序科学严密、监管规范严格的，财政部门、预

算单位、人民银行、代理银行权责明晰对称的，保障财政资

金合规支付、使用的安全防控体系。

（国库司课题组）

国债债务风险分析与预测

国债风险是由于国债发行和偿还等诸方面造成损失的不

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表现为：国债无法足额发行或者只

能以较高的利率发行，国债无法按期偿还及由此引发财政、

金融危机乃至政治、社会危机等等。

对我国现阶段的国债风险状况进行分析，主要参考国际

上普遍采用的以下两项指标：一是国债负担率，即国债余额

与GD P 的比率；二是赤字率，即赤字总额与 GDP 的比率。

将国内两项指标的数据与欧盟标准以及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

比较后，得出的风险结论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国债负担仍然

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但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是我国

国债余额在短短 20 多年时间内，就迅速累积到现有规模，

如此快的发展速度令人担忧；二是我国债务负担除了预算内

安排的直接显性债务外，还包括代地方政府发债等形成的或

有显性债务以及隐性债务，这些非直接显性债务负担的数目

庞大，管理不善也有可能转化为直接显性债务，增加中央财

政的债务负担。因此，我们的国债风险意识不能松懈，必须

不断提高国债管理水平，尽可能消除非直接显性债务转化风

险，有效的防范和化解国债风险。

通过对国债规模风险指标的测算，对我国未来 5～10 年

国债风险进行预测和分析，结果表明：未来5～10 年，在赤

字率维持在 3% 水平等假设条件下，我国国债的负担率从

2004 年的19.83 % 上升至2013 年的31.7% ，国债风险仍然

可控。

加强我国国债风险管理的四项政策建议是：一是加强对

国债发行规模的管理，优化国债的期限结构。二是加强国债

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国债利率市场化。三是强化国债资金的

使用管理，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四是优化财政收支结

构，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同时，应尽快建立国债风险预警、

监控机制，建立、完善偿债基金制度，分担偿债风险，在进

一步完善分税制的基础上，考虑地方政府的发债问题，加强

对地方债和外债的管理，尽量减少隐形债务的显性化等等。

（周成跃  刘延斌  王 宁  谷体峰）

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政策

——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

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

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

模式主要是分析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

制，揭示公共投资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一个模型是包

含外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将自

然资源分为直接生产性和基础设施性两类，所得到的结果

是，无论是纯公共性还是拥挤性的外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

都能够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第二个模型是包含由公共投资

形成的内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此模型

假定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由政府通过征税进行的公共投资形

成，得到的结果是，如果基础设施资本为纯公共性质，就能

产生恒定的内生增长；如果基础设施资本为拥挤性质，则虽

然不能产生恒定的内生增长，但也能减缓增长率的递减，从

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模型的结论表明，分析研究公共投

资政策的重点不应当是政策的短期逆周期调节效果，而应当

是其推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不仅能够解释经济增长

的典型化事实，而且可以为研究我国公共投资政策、积极财

政政策、城市化战略、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等

重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

（娄 洪）

关于安徽、湖北省

粮改的调研报告

2003 年，根据国务院粮改工作组的统一安排，由财政

部牵头组织的粮改调研小组，赴安徽、湖北两省，就粮改中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调研。从调研了解的情况来

看，两个省粮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粮食购销市场化步伐明

显加快，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改革速度加

快，老库存粮食处理速度加快，粮食补贴方式改革试点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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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调研认为，市场化是下一步粮改的方向，早放早主动，

但也有人对市场化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表示担忧，其中最关

心的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何保护种粮农民利益问题。二

是市场化后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三是如何保护国家粮食

安全问题。四是国有粮食企业“三老”问题如何处理。五是

市场化后农业发展银行对粮食企业的贷款支持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推行对农民直

补，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二是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防止出现

农民“卖粮难”问题。三是完善粮食储备体系，保护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四是加强国有粮食企业改

革力度，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五是省长负责解决国有粮食企

业“三老”问题。六是调整粮食风险基金的用途，统筹解决

改革资金不足问题。

（虞列贵  张学文  韩晓亮）

入世后促进我国产业发展

的财税对策研究

产业竞争力主要体现是综合生产效率、研发与创新能

力、资本规模、劳动者素质等。通过对我国机械、钢铁、煤

炭、电力、石油化工、汽车、轻工、化学、有色金属、建

材、纺织、物流、商业等 14 个主要产业竞争力及我国产业

竞争力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入世后促进我国产业发展的财

税对策是：

综合利用财政贴息、税收优惠、行政手段等方法，促进

产业战略性重组和结构优化，培育一批有较强竞争实力的企

业集团，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扶持中小

企业发展；推进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合

理地调整和设计关税税率结构，实现关税税率由上游产品向

下游产品的合理“关税税率升级”机制，认真研究从量税、

季节税、临时关税等复合税制度，逐步扩大适用商品范围；

调整和完善出口税收政策，改出口退税以年度结算为月度结

算或季度结算，适当扩大出口退税产品和税种范围；完善个

人所得税制度，加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技改投资

直接抵免当期所得税；对资源型产业，鼓励企业建立资源转

产机制。

（胡静林  孙光奇  翟 旭  陈昶学）

增加投入  采取措施

逐步解决“三农”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采取了一

系列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

生产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但近年来，随着农业和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

与农民增收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一些制

约农业发展的因素逐步显现，我国农业发展速度明显放缓，

农民增收困难，“三农”问题愈显突出。

下一阶段财政支持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为：紧紧围

绕农民增收减负这个核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农民

“多予少取”，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减轻农民税费等负

担；结合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着力解决好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严重滞后的突出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大对农业投

入，通过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科技水平等方式，提升农业竞

争力，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围绕以上思路，财政支持

解决“三农”问题，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坚持改革，

创新体制。二是增加投入，提高效率。三是营造条件，促其

发展。

“三农”涉及面广、积累问题多，又是关系到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并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完成的。支持“三农”的措

施要适应整体国民经济发展与国家财力可能，根据我国“十

五”发展规划，在近期的三五年中，可以集中财力，从以下

几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建立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机制，进

一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二是继续深化农村税费

改革，巩固改革成果，切实对农民减税降负。三是逐步扩大

公共财政向农村的覆盖，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和卫生等社会事

业发展。四是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促进农业发展。五

是加强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建设，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

（朱 志 刚 ）

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问题研究报告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财力

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发展步伐加快，但也存在公共财政资源

要素配置主要偏向工业和城市的现象，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明

显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因此，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

村，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战略，而且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整个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4个省若干县的实地调研，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包括道路、电力、水利）、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农业科

技和乡村机构运转等方面分析目前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基本

状况，本报告认为，在公共财政覆盖领域，不仅城乡之间存

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即使在农村地区之间也存在比较大的差

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政策设计和体制

方面的原因。

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是公共财政理论建设和实践的一

项重大创新。但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需

要考虑持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需要考虑成本问题、

城乡差别客观存在、地区间还存在差异、现有财政体制和财

力格局和政策的系统设计等方面。因此，本报告提出，逐步

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一是要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和财政收

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二是按照实际需要，

合理确定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优先顺序；三是在政策设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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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有公共财政逐步覆盖农村的接口；四是深化改革，加快乡

村布局调整；五是针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建

立多方分担的农村公共品投资机制；六是建立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的民主决策机制；七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税制。

（张 岩松 ）

农民税费负担状况及

深化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农民权益保护法》

立法专题调研报告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几年来，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效，

基本实现了“减轻、规范、稳定”的预期目标，有力地促进

了农村各项改革和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但是，改革试点工作

中还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改革政策还不完善，相关

配套改革滞后，农民负担仍然较重，且出现了新的不均衡，

涉农负担案件时有发生，农民减负增收的基础还不牢固。其

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是

主要根源，基层政府不切实际的政绩观是直接原因，而基层

政府组织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财政体制存在财权与事权错

位，监督机制存在执法不严、处罚不力等是农民负担反弹的

隐患。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

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特产税，改革现行农业税制，进一步减

轻农民负担，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减轻农民负

担“四项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

同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城

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以法律的

形式界定农民权益保护内容，规范基层政府组织的涉农行

为，严格农民权益保护管理程序和管理职权，明确当农民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所能采取的法律手段和救助方式。同时，

完善农民法律援助制度，使该法真正成为各级政府部门依法

行政的准绳，成为农民维权的“尚方宝剑”。

（王保安  黄维健  胡忠勇  赵登发）

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

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

建立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既要考虑保证广大人民

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需要，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稳定

的环境，也要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逐

步扩大范围、提高水平、完善制度。在本世纪头 20 年，我

们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总体要求，本着责任明确、重点突出、制度协调、水平适

当、机制合理、财务持续、管理科学的原则，建立起完善的

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

化、管理和服务社会化（即“一外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明确划分政府与市

场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内各部门之间的社会保障责

任；二是完善养老、失业、医疗及低保等各项社会保障制

度，做好社会保障政策与就业政策的衔接；三是完善筹资机

制，在我国建立起以社会保障费（税）为主体、以财政补助

和其他多渠道筹资为辅助的、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筹资体

系；四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服务和管理体系，提高社会化的

服务和管理水平。

（路和平  余功斌  徐 刚）

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

调整和改造的调研报告

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按照工业化发展战略在国家“一五”、

“二五”重点工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五”时期，

国家156项重点工程中有58项建在东北），多年来为国家作

出了很大贡献。但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

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工业总产值由改革开放

初期占全国的16.7% 下降到2001 年的9.19% 。1980 年，东

北三省的GDP占全国的1/ 7，到2001年只占全国的1/ 9。

东北老工业基地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有：资源型

城市主导产业衰退；企业装备水平落后，产业缺乏竞争力，

整体经济增长乏力；企业历史包袱沉重，负债高，不良资产

多，企业办社会负担重；下岗失业问题突出；非国有经济发

展滞后，区域经济活力不足等。

客观地看，这些年，国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已实施了不

少财税优惠政策。如，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资金补

助、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资金补助、技改专项资金

补助等；东北三省的部分城市已享受了沿海开放城市政策、

沿海经济开放区政策、边境对外开放城市政策等7 种经济区

域的优惠政策。

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总体上

讲，需要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增强区域经济活力，扩大

经济总量；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稳定经济发展基础；加大国

有企业改革力度，减轻企业包袱，提高国有企业竞争能力

等。我们认为，在财政政策方面，可考虑选择：一是扩大社

会保障体制改革试点范围；二是加大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的

力度；三是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优先解决历史包袱；四是适

当加大对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投入；五是实行区域性

税收优惠政策；六是大力发展接续产业，加快实施产业转型

工程等政策措施。

（贾 谌  袁海尧  陈 平）

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保资金

财政监督机制研究

建立和完善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政府全力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建

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要建立健全相关的社会保

障制度，而且必须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社保资金财政监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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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确保社保资金安全完整，使用合规高效。未来我国社会

保障资金财政监督机制基本框架的设想是：建立基础信息管

理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按照分权与制衡原则设置社保管理

机构，强化自动监督机制；不同监督主体间高效协调的沟通

机制，形成监管合力；科学的监督检查选点机制和监督质量

控制机制；资金使用绩效的监督评价机制等。根据中国国

情，当前应加快社保资金财政监督的法制建设；加快社保资

金监督的制度创新，建立政府监督与社会公众监督相结合的

多层次监督体系；强化社保资金征收监督，多渠道筹措社保

资金；利用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就地监管的优

势，规范、健全和扩大社保资金事前监督的途径和渠道；加

快社保资金基础信息网络建设，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提

高监督成效；同时，不定期地对社保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点验等。

（高伟明  王惠平  田振刚）

民主财政论

——公共财政本质的深层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财政部

门当前正在致力于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但在理论和实践中，

对于什么是公共财政，怎样建设公共财政框架这些基本问题

还有待进一步廓清，改革的具体路径还不清晰。本文认为，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在分散决策基础上的集体选择的产物。

公众通过投票等民主形式选出为自己服务的政府，并承担缴

纳税收的义务，还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约束政府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财政主体在民，其本质是民主财

政，是以人民为主体进行公共决策的活动。根据这一理念，

本文认为建设公共财政框架，应当推行财政民主决策，将重

大事项的决策权还给公众，接受公众监督；切实推进财政分

权改革，充分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在公众的有

效监督下行使好自己的职责；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展开财

政竞争，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效率。我国的财

政体制改革既然要以公共财政为方向，就必须把握这一本

质，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系统的总体思路，指导具体的改革措

施。否则我们的改革可能徒具其形，貌合而神离。

（井 明）

国库管理体制改革

及国库现金管理研究

国库是财政运行的心脏与神经中枢，一切财政资金的收

与支都与国库管理相关，财政的资金流与信息流都在国库集

散。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库管理在其保证预算目标实现的

功能基础上，又发展了参与货币公开市场操作和以国库资金

运作促进资金保值增值的功能。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和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提高国库管理水平和库底

资金运作水平是客观必然，但又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我国现行国库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和资金

管理上的主要问题

特征是：1.各地国库机构设置不尽相同；2.国库具体

管理者只是一般性地管理国库资金，按指令和程序处理收

支，而不考虑财政资金的效率与增值；3.预算单位多重设

置账户，财政资金分散收付，大量资金沉淀在众多账户上；

4.国库体制属委托管理型，国库监督职能往往难以有效落

实。
问题是：1.国库资金分散支付管理方式带来的问题。

一是拨款环节多，手续复杂，资金容易被挤占、挪用；二是

大量国库资金闲置在拨款途中和预算单位支出账户，造成财

政备用库底资金数量庞大；三是财政部门在操作上以拨作

支，拨出资金的相当部分并没有真正形成支出，使得财政支

出信息失真。

2.国库库底资金不计利息管理方式存在的问题。一是

中央和地方利益存在矛盾；二是不利于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

管理；三是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与地方财政存在矛盾；四是财

政部门的拨款控制不严。

3.人民银行代理国库业务方式存在的问题是一行多库、

串库、混库现象时有发生。

二、借鉴国际经验与改革我国国库管理体制的

基本思路

一是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以掌握全面信息，集中处理

收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二是设立税收和公债账户均衡国

库收支以配合货币政策调控；三是运用国债平准基金调控国

债市场；四是中央银行运用国库资金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五

是按照商业精神处理国库账户的设置与国库资金的生息与运

作。

三、国库现金管理研究

通过规范有效的国库现金管理，能够控制政府借债数

量、降低借债成本、提高国库管理整体水平、促进国内金融

市场发展，并提升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和社会总福利。

此外，还要加强现金流管理，建立全面的现金流预测机

制，在“全税工程”中加快国库业务的电子化进程。

（贾 康  阎 坤  周雪飞）

如何构建公共财政应急反应机制

公共财政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

应对公共危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从过去我国的经验来

看，各种公共危机一旦来临，财政总是难以置身事外的。在

2003 年上半年的“非典”危机中，公共财政发挥了积极作

用。而现实中显露出来的公共风险在不断向人们发出警告，

是到了该关注构建公共财政应急机制的时候了。构建公共财

政的应急反应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

难以一蹴而就。重要的也许不在于能否马上建成，而是现在

就需要考虑，并列入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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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设计

1.目标系统。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化解危机和结束危机。

但针对不同公共危机来说，其具体的目标是不同的，因而存

在多个目标，构成目标系统。2.公共财政应急决策系统。

主要解决在危机状态下财政权力的界定问题，如立法机构对

行政部门的授权和国务院对财政部的授权等。3.公共财政

应急动员系统。在危机状态可用的公共财政手段或工具，针

对不同的危机或根据不同的目标选择不同的工具，并做不同

的使用。4.公共财政应急反馈系统。对公共危机状态及其

变化过程中的政府收支进行及时的监测、分析和反馈，包括

政府资金流动过程；企业、单位和居民等各行为主体的反

应；政府救助的效果；政府财政行为的社会评价等等。

二、近期对策

1.增强预备费的稳定功能。一是在《预算法》修改以

前，按照法律规定的上限提取预备费，而不论预算是赤字还

是盈余。二是在预备费实行基金式管理。三是扩大预备费基

金的来源，如预算盈余、预算超收收入，原则上应进入预备

费基金，不应用于追加其他的预算支出。

2.建立应急预算。就是建立财政的应急计划。其内容

是公共危机状态下的公共收支安排，包括可能的突发性支出

和应急的收入来源。

3.实施程序化管理。这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目标

——决策——执行（动员）——反馈——修正目标。这是财

政运行在空间上的程序化管理。二是指预备（平常）——危

机——结束（平常）。这是财政运行在时间上的程序化管理。

三、长期措施

1.更新观念、树立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风险管理意

味着整个财政管理模式的转变，也就是说，财政管理要以防

范和化解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为出发点和归宿。

2.逐步建立风险分担的制度框架。在各级财政之间、

在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在政府与企业、居民之间等等方面构

建一个风险分担的制度框架，明确各自的风险责任，以减少

道德风险和相互之间的依赖。

3.纳入法治化轨道。我国应在总结国外紧急状态立法

经验的基础上，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紧急状态制度，或者

是制定统一的《公共危机法》，规定统一的紧急状态下的政

府应急机构和应急机制。在此基础上，《预算法》或《财政

基本法》应对公共危机状态下的预算调整、执行和监督的各

法律主体权限范围作出规定，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即可启动，

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障碍。

（刘尚希  陈 少强）

构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是以财政支出效果为最终目

标，考核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的一

项制度。其核心是按市场经济的理念，使政府预算能像企业

财务计划一样，具有内控功能，通过提高运行效率，提高政

府与市场的协调能力，保障政府目标实现，并进而推进政府

职能转变。

构建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既要借鉴西方国家业

已成熟的经验，但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以儒

家文化为底蕴、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按照现行的基本政治

制度、经济制度、财政制度等，完善我国绩效理念，设计绩

效程序，构建绩效体系。

我国的绩效支出评价体系，必须与部门预算改革协调发

展。为此，该体系的建设，可从两方面入手：第一，一般预

算（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可按政务信息管理、资源配

置绩效管理、公务员业绩管理、财务质量管理的框架进行设

计；第二，项目支出预算的绩效评价，可根据逻辑标准、管

理标准、成果标准的框架进行评价。而各框架的建设，可以

借鉴企业管理理念，遵循相关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可比性

原则和重要性原则，按照“投入—过程—产出—成果”这一

逻辑程序，在指标设计上，形成分体系、系统层、状态层、

变量（要素）层、指标群五个层次；同时，对不同指标设定

权数，合理确定绩效评价的标准值，对财政支出进行绩效评

价。
（孔志峰  高小萍）

我国中长期促进经济

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经济发展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它的政策，主要是围

绕着推进经济结构转型、促进建设全面小康、推进现代代进

程、壮大国家财政实力等子目标来设计的。而这些政策中，

财政政策，是实现上述各项子目标的核心，财政政策需要根

据转型期的特点，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结构调整和体

制转型为核心，进行政策设计：

1.调整财政赤字和债务政策，适当缩小规模，并与结

构性减税、调整国债使用结构政策相结合。

2.合理确定财政支出范围，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投资，

适时调整国有企业补贴政策，着力控制压缩行政性支出，规

范事业单位的财政经费供给范围，强化社会公共性开支，注

重财政投资效用。

3.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收调整政策，按国家经济

发展战略，引导投资和消费；适度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加强

税收法制化、信息化建设，严格税收征管。

4.切实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明确划分中央到基层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上的事权、财权，

建立规范的责权利相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尽快编制社

会保障预算；以农村养老保险、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为重点，促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

（苏 明  杨良初  杨舜娥  韩凤芹  赵福昌  高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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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协会活动

中国财政学会

一、全国财政协作课题研究工作

2003年，全国财政协作研究取得了新进展。2003 年 3

月，中国财政学会和财政部科研所在河北省涿州市联合召开

全国财政科研工作会议暨财政管理改革理论研讨会，研究部

署了2003年科研工作和2003 年度全国财政协作研究课题。

这些课题包括：增强地方政府预算透明度研究、地方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地方低保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研究、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与地方会计集中核算如何衔接的研究、地

方国债投资项目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地方政府融资方

式研究、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保资金筹

措和管理问题研究、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与社会经济研究。

中国财政学会 44 个会员单位中，有 38 个单位参加了 2003

年的全国协作研究课题研究工作。共分成 11 个课题组开展

研究。

二、全国财政科研先进单位评选活动

中国财政学会会同财政部科研所进行了首次全国优秀科

研单位评选活动。评选结果在 2003 年 3 月中国财政学会和

财政部科研所在河北省涿州市联合召开的全国财政科研工作

会议暨财政管理改革理论研讨会上公布。本次进行的财政科

研先进单位共评出15 个优秀奖、14 个先进奖、6个进步奖、

1 个单项奖。评选活动的开展引起了各地财政科研部门和有

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对促进全国财政科研事业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财政学会与财政部科研所、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

财政学会在沈阳联合召开了“振兴老工业基地经济政策研讨

会”。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辽宁省直有关部门、

科研单位的60多位领导、专家，就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

与振兴中的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中国财政

学会还根据财政部的中心工作和财经工作中的重点、热点和

难点问题在全国财政系统内开展了研讨活动，邀请财经领域

的专家学者授课，受到了地方财政部门的欢迎。

中国财政学会所属各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也充分利

用学会群众性、广泛性、学术性的特点，组织了多次理论研

讨和学术交流活动：如中国财政学会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专业

委员会于2003 年 9月在湖南召开了 2003 年年会暨第十三次

全国民族地区财政理论研讨会，就农村公共财政建设、三农

问题、农村税费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具

有前瞻性的、操作性较强的对策和建议。会议还对第五次全

国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优秀成果进行了表彰。

经中国财政学会批准，民政部审查备案，中国财政学会

旅游地区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于2003 年 11月正式成立。会

议明确了从旅游角度展开的财政、经济、社会、政策研究的

方向和重点，同时举行了旅游地区财政理论政策研讨会。

四、第四次全国财政优秀研究成果评选活动

2003 年，中国财政学会进行了第四次全国财政优秀研

究成果评选活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

学会、财政科研所、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财经院校的专

家、学者参加了评选活动，有300 多篇研究成果参选。

五、社团重新登记工作

根据民政部的要求，中国财政学会及时向财政部主管部

门和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报送了有关材料，并按民政部有

关规定对中国财政学会现有分支机构进行了自查，完成了中

国财政学会重新登记工作，并顺利通过了年检。

（中国财政学会供稿，程北平、孙胜利执笔）

中国会计学会

一、组织重点会计科研课题招标工作

根据会计理论和实践发展要求，中国会计学会遴选了

16个会计科研课题作为财政部立项课题，向单位会员、个

人会员进行招标，共收到有效标书217 份。学会及时组织专

家、教授评标，经过评委会评审，优选标书 75 份，报请财

政部审批后，作为2003 年财政部重点会计科研课题立项。

二、加强会计理论宣传和研究

按期编发《会计研究》，配合经济体制改革和会计改革，

开展会计理论研究，为会计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例如，配合

十六大文件精神的学习，组织“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开创

会计理论研究新局面”的专题文章；适应加强会计监管的形

势，继续深化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研究；根据加入W TO 和会

计国际化的新形势，开展会计国际协调问题研究；以完善上

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管理为主题，进行会计准则、制度研

究，等等。为加强会计理论宣传和推进会计研究的深入，学

会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自身力量编发《学会动态与法规信息》

和《会计研究文摘》的做法，与东北财经大学财务与会计研

究中心合作，不定期地编发《会计研究动态》，及时提供会

计改革理论研究最新动态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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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杨纪琬奖学金”评奖工作

2003年是首次评奖，评奖范围确定为2002 至2003 年度

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奖学金分为“优秀学位论文奖”和“指

导教师奖”。学会组织学术界专家，对参评论文进行认真审

议，共评选出获奖博士论文 6篇、硕士论文5 篇、指导教师奖

4人。并同财政部会计司成功地举办了“2003 年杨纪琬奖学

金颁奖仪式”，令会计界瞩目，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四、完成 2003 年会计学优秀论文评选

为了总结 2003 年度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鼓励和调动

广大财会人员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积极性，促使会计理论研

究更好地为会计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中国会计学会认真组

织了2003 年度会计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选出了荣誉奖 6

篇、一等奖5篇、二等奖10篇、三等奖20篇。并编辑出版

了《2003年度会计学优秀论文选》。

五、建立中国会计学会学术研究网站

于2003 年 10 月 18 日开通了中国会计学会门户网站

w w w .asc.net.cn（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网），围绕“开展会计

学术研究，服务会计改革开放事业”这一中心工作，为推动

和繁荣我国会计学术研究，为中国会计改革和发展提供学术

交流平台。

六、继续开展对分支机构的复查登记

学会对分支机构复查登记工作开始于 2002 年。2003

年，学会秘书处通过对各分支机构财务、内部管理和开展活

动的进一步摸底以及根据各分支机构的申请和提交自查材料

的情况，提出了对分支机构重新登记的具体管理办法，同时

对分支机构进行了年度检查和登记工作，并将复查登记资料

上报财政部及民政部。

七、吸纳第二批个人会员

根据中国会计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批准的个人会员

发展标准，学会组织专家对申请者的申报材料认真地进行了

资格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吸纳为中国会计学会第二批

个人会员。

八、编辑出版有关书籍

2003 年6月编辑出版《中国会计理论研究丛书——会计

监管专题（2002）》一书。择优收录了中国会计学会第六次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理论研讨会“会计监管问题研究”论文。

九、组织知识竞赛活动

与财政部会计司、中国财经报社共同组织开展“全国会

计职业道德百题知识竞赛”活动竞赛试题在《会计研究》上

刊登后，全国广大会计人员踊跃参与，收回有效试卷 66 万

份。此次活动，对进一步深入开展全国会计职业道德宣传教

育，在全社会树立诚实守信的会计新风尚起到了推动作用。

十、开展课题研究

协同财政部会计司组织开展《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的课

题研究。在2002 年《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研究基础上，学

会积极协助会计司工作，并为会计司制定《内部会计控制规

范》提供理论支持。作为财政部重点会计科研课题立项的内

部会计控制具体规范，2003 年在担保、成本费用、对外投

资、预算等项目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内部会计控制规

范——采购与付款（试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销售

与收款（试行）》、 <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工程项目（试

行）》课题研究已经完成，由财政部颁布试行。

（中国会计学会供稿，喻 灵执笔）

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

一、组织完成两个专题研究

（一）对财政困难县如何脱困问题提出了对策。全国预

算会计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根据财政部预算司 2003

年的工作计划，对《财政困难县如何脱困》课题进行了重点

研究。课题组成员分别对辽宁、江苏、山东、河北、陕西、

新疆、北京等7 省（区、市）的部分县进行了调查，提出对

策建议，完成了《财政困难县如何脱困的调查报告》，并送

财政部预算司参考。

（二）对如何修改预算会计制度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在充分调研论证基础上，写出《修改预算会计制度的建议》，

报送财政部国库司、预算司、会计司决策参考。同时，还对

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后有关预算会计方面若干问题进行了

研究，写出了研究报告。

二、各地研究会科研工作成效显著

2003 年，各地研究会的科研活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成效显著。华东、华北、中南地区分别召开了理论研讨会。

各地的科研活动，进一步得到普及。

2003 年华东片会提交的论文有 8 篇，华北片会上有24

篇，中南片会上有11 篇。通过交流、研讨，各地对有关财

政预算管理改革中的焦点、难点问题，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

了积极的建议。

2003 年，各地研究会还自选了一些题目，组织本地区

的力量，广泛地开展了科研活动。北京、河北、广东、内

蒙、陕西、湖北、湖南、江苏、山东、上海、浙江等省

（市、区）推出了一批新的科研成果。北京、内蒙古、陕西、

上海等地还在当地社科联组织的评选活动中获奖。

三、进一步发挥刊物的宣传、桥梁、交流作用

2003 年，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主办的《预算管理与会

计》月刊，突出了财政政策的解释工作，突出了财政预算制

度改革中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的研讨，突出了各地工作经

验的交流，保持了预算会计的特色。在编辑内容上，增设了

贯彻十六大精神、各种业务讲座、西部大开发、金财工程等

新栏目。在封面设计、版面美化、出版时间、编辑质量等方

面，也都有许多改进。

（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供稿，赵伯坤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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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财政研究会

一、围绕“三农”工作热点组织调研活动

一是召开了十省市农研会长和省厅（局）农业处长参加

的务虚会。围绕调研课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统一了思想，形

成了共识，激发了开展调研活动的信心和决心。二是结合财

政中心工作，联系农村经济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规划课题

研究工作指南，提出了 18 个选题，确定了调研原则和调研

成果的质量要求，指导、推动了各地调研活动深入开展。三

是上下联合行动，开展专题调研。在组织指导各地搞好调研

的同时，农研会课题信息部就“保护粮食主产区农民利益、

实行粮食直补政策”和“退耕还林促进农业生态建设和区域

经济发展”两个专题，分别与吉林、安徽、黑龙江、陕西农研

会开展了联合调研。联合调查小组还专程赴吉林、安徽进行

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材料，撰写了两个专题的调研报告。

二、打造品牌、提高会刊质量

农研会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服务

“三农”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办刊宗旨，努力突出会刊特

色、打造一流品牌，对会刊的内容选择、栏目设置进行了充

实和调整，增强了刊物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2003

年，会刊大量刊发了支持农业、加强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等

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稿件。

三、加强沟通，开展横向交流

农研会进一步加强了与财政部相关业务司局的交流和沟

通，实行定人定点联系制度，增加了农研会的信息量和工作

的针对性。为做好与各地农研会的横向交流，农研会及时编

发研究动态和情况信息，还先后在昆明、西安、吉林召开工

作会议进行了工作情况和经验交流。

四、调整班子、建章立制，抓好组织机构建设

2003 年，财政部党组推荐张振国同志出任中国农村财

政研究会会长。7 名年满 70 周岁的老同志从研究会退聘，

同时财政部 4 名刚退休离任的司局长、1 名现职处长和2 名

大学毕业生应聘充实农研会工作，农研会组成了结构相对年

轻、工作活力较强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班子。设置了秘书处、

课题信息部、会刊编辑部、广告发行部四个办事机构。与此

同时，协会还筹备了第四届理事会换届选举的各项工作。

（中国农村财政研究会供稿，赵桂良执笔）

中国国债协会

一、召开二届三次理事会议

中国国债协会二届三次理事会议于2003 年 4 月以通讯

方式举行。协会印发了会议通知和文件，理事们以书面表决

形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债协会 2002 年工作总结及2003

年工作安排》，同时审议通过了更换协会秘书长以及会员组

织机构调整的几项决议，同意朱福林同志辞去协会秘书长职

务的请求，由张红力同志担任秘书长。

二、举办“国债流通市场创新与发展研讨会”

2003 年 8月23 日，中国国债协会同华夏银行、昆明市

商业银行共同召开了“国债流通市场创新与发展研讨会”。

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市场中介组织、协会会员 370多人参加

了会议。刘鸿儒和吴小平副会长出席了会议，财政部、中国

人民银行、中国保监会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从政策指导层面上

对我国国债流通市场的创新与发展作了专题报告；中央国债

登记公司、交易所等市场中介机构表达了全力支持国债流通

市场创新与发展的坚定信心，并阐述了具体的规划措施；市

场成员分别就当前国债市场急需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

了专题研讨。与会代表对改进和完善国债市场进行了前瞻性

的交流与探讨，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三、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债市场的发展变化

召开会员座谈会

8 月 2 日和11月 27 日，协会分别在福州和北京召开了

交易所国债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国债承销团成员座谈会，

听取承销团成员对两个国债市场发展的意见和建议。10 月

31 日，在国债市场出现巨幅波动，投资者的信心受到一定

影响，国债发行面临着困难的时候，协会又在北京召开了部

分在京常务理事座谈会，总结市场经验，探索解决市场困境

的思路和办法，发掘投资机遇，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会后，

协会将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归纳整理，以简报和

情况反映的形式报送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国债管理部门。

四、协办凭证式国债发行 10 年有奖知识竞赛

和征文活动

7 至10 月份，协会受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委托，协

办了凭证式国债发行 10 年有奖知识竞赛和征文活动，为凭

证式国债的改革和完善做出了积极努力。此次活动共收到有

效答卷 15 万份，经抽奖确定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 20 名，

三等奖30名；共收到征文700 多篇，评出一等奖 2 名，二

等奖6名；三等奖10名。

五、建立中国国债协会网站

为适应网络信息化的要求，及时准确地发布国债金融政策

和反映国债市场信息，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协

会将原信息平台升级改造为专业性网站，于7 月 18 日正式开

通。新版网站更加全面地反映了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国债

市场和记账式国债柜台交易的行情信息，在为会员和广大投资

者提供信息资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版网站开通后，承担

了凭证式国债发行10 年有奖知识竞赛的网上答题任务。

六、编辑出版《2002 年中国国债市场年报》

协会组织编写了《2002 年中国国债市场年报》第一期，于

9月底出版发行，填补了我国国债市场文史资料的空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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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会长主持编写年报大纲，财政部副部长肖捷为年报撰写

了序言。《年报》比较全面地收集了国债市场的相关数据和近

几年的理论文章，客观地记述了中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历程。

七、组织赴德国“国债与证券业务培训团”

11月 16 日，按照财政部批准的外事计划，组织部分会

员单位共16人赴德国进行国债与证券业务培训考察，学习

考察了德国以及欧洲债券市场的基本情况和先进经验。

八、完成财政部的委托业务

在国债业务方面，协会办理了国债发行和兑付的具体业

务；承办了2003 年国债承销团工作会议的会务工作；承担了

国债业务的咨询服务等工作。在金融业务方面，协助财政部

金融司宣传金融财务政策，提供外国政府贷款业务的咨询服

务，筹建中比基金公司。为做好委托业务，协会加强与主管部

门的沟通，邀请财政部国库司和国库支付中心的有关领导，对

2003 年国债市场化改革及做好委托业务进行了指导培训。

九、加强协会组织建设和会员管理工作

根据国债市场发展变化，协会新发展会员 13 家，其中

理事级会员 1家，扩大了会员队伍，增强了行业自律管理职

能。此外，还建立了会员信息库，随时掌握会员的变化情

况，为会员做好服务。

（中国国债协会秘书处供稿，张红力执笔）

中国珠算协会

一、加强珠心算教育宣传工作，促进珠心算教

育事业发展

中国珠算协会加强与各媒体的联系，在《光明日报》、

《大众科技报》、《中国财经报》等报纸开辟了珠心算教育及

其科研宣传阵地。中央电视台播出中珠协珠算史专业委员会

协助拍摄的《珠算的起源》，介绍西周陶算珠和2003 年在西

安出土的汉代陶算珠。各级珠协积极与新闻媒体联系协作，

以多种方式，宣传珠心算的启智与计算功能。经过各地珠协

的共同努力，珠心算宣传工作出现了新气象。河南、陕西、

新疆、广西、山西、天津、湖南、南京和一些地市珠协举办

珠算、珠心算、幼儿珠心算技术比赛；北京珠协多次举办珠

心算演示会，广西、新疆等珠协举办元旦、“六一”儿童节

幼儿珠心算表演，黑龙江省举办珠心算数学知识大赛。这些

比赛，促进了珠心算技术水平的提高，扩大了珠心算的社会

影响，促进了珠心算教育事业不断发展。2003 年全国学习

珠心算人数比上年增加了30 万人。

二、加强珠心算教育的调查研究，探索珠心算

开发儿童少年智力的功能

为了加强珠心算开发儿童少年智力功能的调查研究，中

珠协组织力量，先后到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吉林、黑

龙江、四川、山东、安徽等 9 省市开展珠心算教育的小学、

幼儿园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各地珠心算教育启智的成果，论

证珠心算教育促进了儿童少年注意力、记忆力、思维能力和

智商的显著提高，印发了《关于珠心算教育具有开发儿童少

年智力潜能作用的调查报告》。

中珠协向教育部领导同志汇报了珠心算教育工作，商定

由财政部与教育部共同对珠心算启智问题设立课题，组织教

育科研部门，聘请教育学、脑科学、心理学等专家主持科学

测试，依据测试结果，进行科学评价，并提出“三年实验，

十年跟踪调查”的规划设想，逐步付诸实施。

三、加强珠心算教育经验交流，不断提高珠心

算教育水平

中珠协于2003 年 10 月在湖南浏阳召开全国珠心算教育

经验交流现场会，出席会议代表96人，提交论文27 篇，与

会代表参观了浏阳礼耕小学珠心算教学，观摩了全校学生珠

心算表演。各地珠协也采取多种形式，认真总结珠心算教育

经验，广泛进行交流。

四、加强珠心算师资培训，建立珠心算教师培

训上岗制度

为了系统地提高珠心算教师水平，规范珠心算教育工作

的管理，促进珠心算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经中珠协与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商定，制定《珠心算指导

师》国家职业标准，编印教材，进行培训鉴定，经培训合格

者，颁发资格证书，持证上岗。

各地珠协也加强了珠心算师资培训工作，北京、天津、

新疆、宁夏等省市区和许多地市珠协举办珠心算师资培训

班，经过考试和试讲，提高了教学水平。辽宁省珠协适应教

学工作发展的需要，制作了 45 集儿童珠心算教学片《走进

珠心算》。中珠协学术研究专业委员会举办了全国珠算珠心

算高级理论培训班。

五、加强珠协组织建设，努力做好珠协各项工作

中珠协为适应珠协工作发展的需要，除保留珠算史、三算

教学两个专业委员会外，将比赛裁判工作委员会改为鉴定比赛

委员会，珠算教学专业委员会改为珠心算教育专业委员会，算

理算法专业委员会改为学术研究专业委员会，增设师资培训专

业委员会。以上六个专业委员会中，珠心算教育专业委员会、

鉴定比赛工作委员会和师资培训专业委员会由中珠协直接管

理，其他三个专业委员会原管理体制不变，即三算教学、学术研

究和珠算史专业委员会分别挂靠教育部中央教科所、山东省和

陕西省珠协，经财政部审核同意，民政部已批准登记。中珠协

直接管理的三个专业委员会于2003 年3月在湖北武汉召开成

立大会。珠算史专业委员会召开了纪念《数术记遗》刻本出版

790 周年学术讨论会，对这部古代计算工具书的 14 种算法，尤

其是有关珠算的珍贵史料进行了认真探讨。

六、办好海峡两岸珠算学术交流，促进珠算界

友好交往

2003 年 1月，中珠协以王朝才副会长为团长的代表团

16 人，访问了台湾省商业会，参加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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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动。中珠协于2003 年 8月接待了以台湾省商业会副

理事长兼珠算委员会主任委员叶宗义先生为团长的 25 人代

表团，参加辽宁省珠协承办的第十二届海峡两岸珠算学术交

流活动。新疆、吉林、广西等省、区珠协也应邀赴台访问，

进行珠算学术交流。

七、关于世珠联秘书处的工作

2003年 9月在北京召开一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讨

论通过了《世界珠算心算技术比赛办法》（草案）和《世界

珠算心算通信比赛办法》（草案），提交2003 年12 月在香港

召开的起草小组会议讨论修改，提请2004 年 5 月在日本召

开的一届三次常务理事会审查批准；会议还讨论同意了以下

事项：筹备2004 年8月在上海举办第一届世界珠心算技术

比赛，筹备在中国北京设立世珠联常设秘书处，中国北京、

上海、吉林、黑龙江、江苏、湖南、云南、新疆8个省级珠

协加入世珠联，其法人为世珠联理事。世珠联秘书处还起草

了《中国珠算协会外事工作守则》。

（中国珠算协会供稿，王秉钧执笔）

普通高校及科研单位财政专业生源信息

2003 年财政学专业博士学生数

2003 年财政学专业硕士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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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财政学专业本科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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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财政学专业普通专科学生数

常用财政名词

政府公共财政收入  是指政府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者身份，依据政治权力，主要以税收形式筹集的财政资金，

包括对各种商品、劳务、所得、财产、土地、资源等征收的

税款以及行政性收费收入，具有强制性、稳定性和社会性等

特征。

经常性收入  是指每个财政年度都能连续不断、稳

定取得的财政收入，如税收、经常性收费等。

临时性收入  是指在财政年度内不经常或不很规律

地取得的财政收入，如国债收入、出卖公产收入、罚款、捐

款等。

罚没收入  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法律、法

规授权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

施处罚所取得的罚没款和没收物资的变价款。

非税收入  是指政府在税收、债务收入以外取得的财

政资金，是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彩票公益金和发行费、国有资产（资

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经营收益、罚款收入、罚没收

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利息

收入等。

收支两条线  是指政府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

入等财政非税收入的管理方式，即有关部门取得的非税收入

与发生的支出脱钩，收入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支出由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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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单位履行职能的需要按标准核定的资金管理模式。

财力性转移支付  是指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

财力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

能力的均等化，由上级政府安排给下级政府的补助支出。资

金接受者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安排资金用途。

专项转移支付  是指上级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

策目标，以及对委托下级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务进行补偿而设

立的专项补助资金。资金接受者需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

粮食补贴方式改革  是指将通过流通环节对农民的

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按农业税计税面积、

或农业税计税常产、或粮食种植面积等把粮食风险基金补贴

直接落实到种粮农户手中，实现对种粮农民利益的直接保

护，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一般也称为国库单一账户制

度。由财政部门代表政府开设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所有的财

政性资金均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进行收缴、支付和管

理。收入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直接缴入国库，不设立过

渡性存款账户；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以财政直接支

付或财政授权预算单位支付的方式，将资金直接支付到商品

及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即预算单位使用资金但见不到资

金；未支用的资金余额均保留在国库单一账户，由财政部门

代表政府进行管理运作，降低政府筹资成本。

政府采购  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

织，按政府采购法规和相关规定，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法定

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

服务的行为。

国债项目资金  是指1998 年以来，中央政府为扩大

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国家预算扩大安排的用于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的专项资金，这些资金通过发行国债筹措。

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  是指国家预算安排的用于

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分两部

分：一部分用于中央本级项目投资支出，另一部分用于专项

补助地方项目投资支出。

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  是指为贯彻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推进

西部大开发，实现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

除青壮年文盲攻坚目标而制定的工作计划。其主要目标是：

西部地区整体上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

年文盲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 85% 以上，初中毛入

学率达到90% 以上，扫除 600 万文盲，青壮年文盲率下降

至5% 以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

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

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筹资采取中央财政投

入、地方财政投入和农民自筹相结合的办法。

翘尾支出  是指在某一年度预算执行中实施的支出政

策，在下一年度执行时，其预算安排应以全年计算，而相应

增加的支出部分。如2003 年 7 月 1 日调整工资政策，支出

预算为6个月，2004 年则表现为全年支出，为12 个月，翘

尾支出6个月。

一般性支出零增长  是指在预算安排中，除重点支

出以及保证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发放以外，对其他一般性的财

政支出实行严格控制，参照上年预算执行数安排，支出增幅

为零。

政府收支分类  是按照收入和支出的内在性质和相

互联系，对政府收入的来源和支出去向进行的类别和层次划

分。

现代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是关于产权界定、运营、

保护等的体制安排和法律规定的总称。现代产权制度则是与

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股份制经济出现是主要标

志）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其主要特征是：归属清晰，即各类

财产权的具体所有者明确并为相关法律法规所认定；权责明

确，即产权具体实现过程中各相关主体权利到位、责任落

实；保护严格，即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系统、完备，各种性

质、各种形式的产权一律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流转顺畅，

即各类产权以谋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依法在市场上自由流

动、有效运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依据政府授权，以国有资产出资人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经

营收入、安排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的专门预算的制度。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的项目包括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产出

售收入、公共财政预算转入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其他收

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项目包括投资性支出、各项补

贴支出和其他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国有资

产出资人职责的重要方式，是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重

要工具，是对国有资本管理和运营进行评价考核的重要手

段。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遵循收支平衡、量入为出、分

级编制、保值增值的原则。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按国家有

关预算编制规定负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工作，对所出

资企业国有资本进行预算管理。

授权经营制度  指国有资产出资人将由其行使的部

分权利授予其所出资企业中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企业行使的

制度。我国20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进行的授权经营的试点，

对于解决政企不分和出资人缺位问题，落实企业生产经营自

主权，明确国有资产的经营责任主体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授权经营制度应当继续探索和

完善。根据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可以授予其所出资企业行使部分出资人的权利，并明确被授

权企业的条件、授权程序及相关责任等。被授权企业应当具

备良好的经营状况和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并基本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被授权企业对其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资

产依法进行经营、管理和监督，并承担相应的保值增值的责

任。

或有负债  是指那些由于将来可能发生某种事件而使

潜在的债务主体可能需要负责清偿的债务。与直接负债不

同，或有负债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要发生的、不可推卸的债

务，其是否发生、发生多少取决于将来是否发生某一或某些

事件。对一个国家来说，通常有显性负债和或有负债。显性

负债主要是国家发行的国债和政府担保的外债。或有负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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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损失、政府担保

借款等；广义的或有负债还包括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或有负

债虽然尚不构成财政的现实债务，但是国家财政承担最后的

偿付责任，因此，对或有负债要实行有效监控。

最惠国待遇原则  是指缔约方一方现在和将来给予

任何第三方的优惠和豁免，也给予缔约方对方。享有最惠国

待遇的国家，称为受惠国。在国际贸易中，最惠国待遇指签

订双边或多边贸易条约的缔约一方，在贸易、关税、航运、

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如给予任何第三国减让、特权、优惠

和豁免时，缔约另一方或其他缔约方也可以得到相同的待

遇。根据国际贸易条约的实践，最惠国待遇大致分为有条件

的和无条件的、互惠的和片面的、无限制的和有限制的等若

干种形式。

国民待遇原则  是指在国际贸易条约和协定中，缔

约国之间相互保证给予另一方的自然人（公民）、法人（企

业）和商船在本国境内享有与本国自然人 、法人和商船同

等的待遇。

互惠原则  是利益或特权的相互或相应让与。互惠原

则作为两国之间确立商务关系的一个基础，是关贸总协定最

为重要的原则之一。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不仅明确

了各缔约国在关税谈判中相互之间应采取的基本立场，而且

包含着各缔约国之间应建立一种怎样的贸易关系；另一方

面，从关贸总协定以往几轮谈判来看，互惠原则是谈判的基

础，其作用也正是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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