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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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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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