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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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