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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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