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 199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而努力。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

年3月）

关于1996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及199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1997 年 3 月 2 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刘仲藜财政部部长

各位代表：

我受国务院委托，向大会提出 1996 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199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

告，请予审查，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199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去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

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

实现“九五”计划开了一个好头。宏观调控成效显著，

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抑制，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

长，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趋于平衡；农业生产喜获丰

收，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财政

金融形势平稳，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增加较

多。

在此基础上，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较好。初

步统计，全国财政收入 7 366.6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7.2% ，比上年增加 1 124.41 亿元，增长 18% ；全

国财政支出 7 914.38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5.7% ，比

上年增加 1090.66 亿元，增长 16% 。收入与支出相

抵，支出大于收入 547.77 亿元。上述数字在中央和

地方决算编成后，还会有一些变化。

1996 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各主要收入项目的完成

情况是：（一）各项税收 6 901.35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6% 。其中，消费税和增值税3 574.9 亿元，完成

预算的 99.2% ，主要是按政策先征后返的数额超过

了预算； 营业税 1 042.63 亿 元， 完成 预算的

108.6% ；企业所得税 979.2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2% 。（二）其他各项收入 817.77 亿元，完成预算

的 139.4% 。（三）企业亏损补贴 352.51亿元，比预

算减少24.29 亿元。

1996 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各主要支出项目的完成

情况是：（一）基本建设支出 885.88 亿元，完成预算

的 104.8% 。（二）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和新产品试制

费 530.0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6.8% 。（三）支援农

业支出 518.4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4% 。（四）城

市维护建设支出 294.11亿元，完成预算的 110.7% 。

（五）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 1 705.08 亿元，完成预算

的 104.7% 。其中教育事业费 1040.22 亿元，完成预

算的 104.6% ；科学事业费 109.85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2.1% 。（六）行政管理费支出 642.9 亿元，完成预

算的 116.3% 。（七）公检法支出 375.31 亿元，完成

预算的 118.7% 。（八）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

金 47.5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58% 。（九）政策性补

贴支出 440.65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4.4% 。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按复式预算汇总的情况，报

告里不再赘述，请各位代表按提交大会的预算情况表

进行审议。

在 1996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中，地方财政本

级收入3 717.54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2.9% ，加上中

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 2 716.28 亿元，地方财政总

收入6 433.8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9.6% ；地方财政

本级支出 5 768.4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9.5% ，加上

上解中央支出 603.19 亿元，地方财政总支出

6 371.5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8.5% 。地方财政收支

相抵，结余62.23 亿元。

为了便于各位代表审查和批准中央预算执行情

况，我们根据《预算法》的要求，对 1996 年中央预

算执行情况作了单独汇总。

1996 年，中央财政总收入 4 252.26 亿元，完成

预算的 101.7% 。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收入 3 649.0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2% ；地方财政上解中央收入

603.19 亿元，与预算持平。中央财政总支出 4 862.26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4% 。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

出 2 145.98 亿元，完成预算的 96.7% ；税收返还和

补助地方支出 2 716.28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5.4% 。

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 610 亿元，比预算确定的

数额减少4.42亿元。

1996 年中央财政各主要收入项目的完成情况

是：（ 一）各项税收 3 456.88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 。其中，消费税和增值税 2 835.01 亿元，完成

预算的 99.4% ，主要是按政策先征后退的数额超过

了预算；外贸企业出口退税 824.57 亿元，完成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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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26.9% ；企业所得税 564.4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7.8% 。（二）其他各项收入 263.6 亿元，完成预算

的 169.7% 。（三）企业亏损补贴 71.41亿元，完成预

算的 102.7% 。

1996 年中央财政各主要支出项目的完成情况

是：（一）基本建设支出 399.43 亿元，完成预算的

88.3% 。（二）企业挖潜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 123.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7.6% 。（三）支援农业支出

52.65 亿元，完成预算的 95.3% 。（四）文教科学卫

生事业费 160.53 亿元，完成预算的 96.8% ；其中，

教育事业费 75.72 亿元，完成预算的98.5% ；科学事

业费 58.4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7% 。（五）国防费

支出 715.0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2.4% 。（六）政策

性补贴支出 122.06亿元，完成预算的 104.8% 。在上

述支出中，有些项目未完成预算，主要是在预算执行

中按照需要将某些中央支出划转为地方支出，列入地

方预算相关科目的执行数中。因此，1996 年中央补

助地方支出 完成 2 716.28 亿 元， 完成预算的

105.4% 。

此外，1996 年国家债务收入 1967.42 亿元，比

预算增加 14.85 亿元，主要是国债由众多券商和网点

分销，为确保国债发行计划的完成，增发了少量国

债。1996 年国内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利用国外借

款安排的重点建设支出合计为 1314.3 亿元，比预算

减少 23.85 亿元，主要是外汇汇率变化减少国外债务

还本付息 18.97 亿元；国内短期国债利息支出减少

4.88 亿元。再加上 1996 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减少

4.42 亿元，相应增加债务收入结余，以上三项因素

共使 1996 年债务收入大于支出 43.12 亿元，将结转

下年使用，相应减少 1997 年国家债务发行额。

1996 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都超额完成了预

算，特别是地方收入超收较多，其主要原因，一是宏

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在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的同

时，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进一步扩大了财

源，使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有了可靠的基础。二是随

着财税新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巩固完善，一个稳定的财

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全国财政收入在连续三

年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去年又增收 1 124 亿元。三

是为了进一步规范新税制，对一些行业和产品的增值

税过渡性优惠政策进行了清理，取消了某些不规范的

税收减免，增加了收入。四是强化了各项收入征管工

作。各级征管部门积极改进征管方式和征管手段，加

大了征管力度，严厉打击偷税、骗税和各种虚开、代

开增值税发票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格审核出口退税，

加强对加工贸易的税收管理，实施了加工贸易进口料

件银行保证金台帐监管制度，堵塞了漏洞，保证了收

入的稳定增长。五是整顿财经秩序取得了初步成效。

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去年在加强经常性监督检查

的同时，重点开展了清理预算外资金、清理“小金

库”、整顿会计秩序和财税大检查工作，查处了一批

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相应增加了一些收入。

1996 年支出超过预算，从中央支出看，主要是

在执行中追加了一些补助地方必需的开支。例如，为

支持地方消化粮食挂帐，中央增加对粮食政策性停息

挂帐补贴 14 亿元；国家增加棉花储备，相应增加储

备费用补贴 4.2 亿元；由于开发区增收较多，按政策

中央对地方返还数额增加 25 亿元；为支持少数民族

和贫困地区开发，增加转移支付支出 14 亿元；另

外，中央还对灾情较重、财政又比较困难省份增加了

一些救灾补助。从地方支出看，主要是地方政府在收

入超额完成预算的情况下，按照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1995 年中央及地方预

算执行情况和 1996 年中央及地方预算的决议》要

求，加大了对农业、教育、救灾等重点支出的投入力

度，增加了对困难地区的补助，缓解了部分地区公职

人员欠发工资的现象，消化了一部分粮食企业亏损挂

帐和历年滚存赤字。此外，为配合全国范围内“严打”

斗争的开展，中央和地方都较多地增加了公检法支

出。

总的看，1996 年财政收入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抑制了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下降的势头。财

政支出总量有所控制，支出结构有所调整，支出增幅

低于收入增幅两个百分点，中央财政达到了年初压缩

赤字的目标，地方财政保持一定的结余。这一结果表

明，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

政存在的现实困难和潜在风险：中央财政赤字仍然偏

大，完成“九五”计划规定的压缩财政赤字的目标非常

艰巨；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偏高；税收流失仍然严

重，随意减免税以及偷税、骗税、抗税、欠税等现象

还时有发生；支出约束不严，增长较快，铺张浪费现

象比较严重，国家掌握的有限财力与各项建设和事业

发展需要之间仍有很大差距；财经秩序混乱的状况还

没有根本改观；越权设立基金、乱收费的现象还很普

遍，预算外收费侵蚀税基也比较严重，国家财力分散

的势头还未得到扭转，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部

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亏损增加，停产、半停产

企业和下岗人员增多，也将增加财政困难。这些问题

需要在今年的工作中继续着力加以解决。

二、199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1997 年是我国历史发展上十分重要的一年。香

港回归祖国和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

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安排和执行好今年的预算，对于保持政治、经

济和社会的稳定，推动改革和建设更好地发展，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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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九五”计划对财政工作的要求，今年财政收支预算

安排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和优化，全面强化税收征管，使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

快的增长速度；坚持量入为出，控制支出总量，优化

支出结构，保证重点需要，反对铺张浪费，使财政支

出的增长幅度低于收入的增长幅度；进一步压缩财政

赤字，控制债务规模；大力整顿财经秩序，继续深化

财税改革。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我们拟定了 1997 年中央预

算草案，并汇总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人民政府编制的地方预算草案。

199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汇总情况是：全

国财政收入安排 8 397.94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4% ，与国民经济保持了同步增长。全国财政支出

8 967.94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3.3% ；重点保证

了国家明确规定需要增加的重点支出。其中，支援农

业支出安排592 亿元，比上年增加73.58 亿元，增长

14.2% ；教育事业费安排 1 189.07 亿元，比上年增加

148.85 亿元，增长 14.3% ；科学事业费安排 125.5 亿

元，比上年增加15.65 亿元，增长 14.2% 。几项重点

支出的增幅均高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全国财政收

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570 亿元。

在 199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中，地方财政本

级收入 4 247.29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4.3% ，

加上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 2 905.04 亿元，地方

财政总收入 7 152.33 亿元； 地方财政本级支出

6 549.14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3.5% ，加上上解

中央支出 603.19 亿元，地方财政总支出 7 152.33 亿

元。地方财政收支平衡。

为了便于各位代表审查和批准中央预算，下面重

点将 1997 年中央预算安排情况作一汇报。

1997 年中央财政总收入安排 4753.84 亿元，比

上年执行数增加 501.58 亿元，增长 11.8% 。其中，

中央本级收入 4 150.65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501.58 亿元，增长 13.7% ；地方财政上解中央收入

603.19 亿元，与上年持平。中央财政总支出 5 323.84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461.58 亿元，增长 9.5% 。

其中，中央本级支出 2 418.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2.82 亿元，增长 12.7% ；税收返还和补助地方支

出 2 905.04 亿元，比上年增加 188.76 亿元，增长

6.9% 。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 570 亿元，比上年

执行数减少40 亿元。

中央预算各主要收入的安排情况是：（一）各项

税收 4 131.06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9.5% ，各

项税收增长比例较高，除了正常的税收增长外，主要

是外贸出口退税数额比上年减少，相应增加了收入。

其中，消费税和增值税 3 153.4 亿元，企业所得税

447.6 亿元，关税 340 亿元。（二）其他各项收入

97.13 亿元。（三）企业亏损补贴77.54 亿元，比上年

执行数增长8.6% 。

1997 年中央预算各主要支出项目的安排情况

是：（一）基本建设支出 425.63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

增长 6.6% 。（二）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和新产品试制

费 147.34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9.1% 。（三）支

援农业支出 59.92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3.8% 。

（四）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 180.95 亿元，比上年执行

数增长 12.7% 。其中，教育事业费 86.16 亿元，增长

13.8% ； 科学事业费 66.46 亿元，增长 13.8% 。

（五）国防支出 805.7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2.7% 。（六）行政管理费 14.68 亿元，比上年执行

数增长8.9% 。（七）公检法支出 22.36 亿元，比上年

执行数增长 12.3% 。（八）政策性补贴支出 125.31 亿

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2.7% 。

除上述预算收支外，按照国务院决定，从 1996

年起将电力建设基金、铁路建设基金等主要建设性基

金（收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对这些基金（收费）

收入要按现行体制及时上缴中央金库或地方金库，支

出由主管部门提出计划，财政部门按规定拨付，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同时，为加强大江大河治理，国务

院决定，从各项建设性基金中集中 3% ，设立水利建

设基金。这些基金（收费）的收支在预算上单独编

列。财政部门按国家规定收取的各项税费附加，要统

一纳入财政预算，不再作为预算外资金管理。

1997 年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1 155.01

亿元。其中：电力建设基金 39.71 亿元，车辆购置附

加费 203.7 亿元，铁路建设基金 349.2 亿元，邮电附

加费 97 亿元，市话初装基金 291 亿元，水利建设基

金 31.37 亿元。 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1 146.44 亿元。其中：电力建设基金支出 34.21 亿

元，车辆购置附加费支出 203.7 亿元，铁路建设基金

支出 349.2 亿元，邮电附加费支出 97 亿元，市话初

装基金支出 291亿元，水利建设基金 31.37 亿元。收

支相抵，结余8.57亿元。

为了便于代表们审议，现将中央预算草案编制中

的几个有关政策问题作一些说明：

（一）关于中央财政收入预算安排问题。1997 年

中央本级财政收入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3.7% ，与国

民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其中增值税、消费税安排比去

年执行数增长 12% ，扣除政策性先征后退的数额，

实际增长 11.2% 。做这样的安排，考虑的主要因

素：一是今年宏观经济环境比较有利，国民经济将继

续稳定健康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经济增长

质量也将有所提高，这些都为扩大财源基础，增加财

政收入提供了有利条件。二是随着改革的不断完善和

深化，新财税体制将更有效地发挥促进财政收入稳定

增长作用。三是全面推行税收征管改革，建立新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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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管理机制，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将进一步挖掘税收

潜力，堵塞漏洞，减少税收流失。四是进一步整顿财

经秩序也将有利于财政加强管理，增加收入。

（二）关于中央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问题。1997 年

中央本级财政支出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2.7% ，比收

入增长低 1个百分点，在调整支出结构的同时，体现

了适度从紧、总量控制和突出重点的方针，重点安排

了国家明确规定需要增加的重点支出和正常的工资性

支出。根据现在安排的中央预算草案，今年中央财政

安排的支援农业支出、教育事业费和科学事业费，均

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3.8% ，增幅都高于中央财政收

入的增长。

（三）关于税收政策调整问题。为了发挥税收的

调控作用，进一步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之间

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国务院决

定，从 1997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金融保险业的税收

政策，将国有金融保险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由目前的

55% 降为 33% ，与其他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相统

一；将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税率由 5% 提高到 8% 。同

时，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中央

为80% ，地方为20% 。

（四）关于压缩财政赤字问题。按照“九五”计划

关于基本消除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的要求，今年

财政赤字本应再多压缩一些。但今年必须增加的支出

较多，从政治经济发展大局考虑，再压缩有很大难

度。主要是去年农业丰收，为稳定农村经济发展，保

护农民的积极性，国家要增加粮食和棉花储备，需增

加中央财政支出 40 亿元；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工作会

议精神，加大扶贫攻坚力度，中央要增加扶贫支出和

对少数民族及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支出 25亿元；今

年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调整工资需要增加一些支出；

香港回归祖国，中央财政也要相应增加一些支出。在

这种情况下，今年中央财政赤字仍比去年压缩了 40

亿元，是作了很大努力的。

（五）关于 1997 年国家债务问题。1997 年中央

财政到期需归还的国内外债务本息为 1 959.08 亿

元，加上当年赤字570 亿元，共需发行债券2 529.08

亿元，扣除上年债务收入结余 43.12 亿元，1997 年

国内外债券发行额为 2 485.96 亿元。今年国债发行

任务繁重，对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和及时兑付债务本息

意义重大。我们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发行办法，逐步

建立高效率、低成本的国债发行机制，规范市场交

易，保证今年国债发行任务的完成。

三、努力增收节支，整顿财经秩序，全

面完成1997年的预算任务

今年的财政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大局，突出重

点，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

性。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围绕经

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充分发

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在工作中要力求把发展经济

与开辟财源结合起来，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把控制支

出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努力节减一切可节减的支

出；把深化财税改革与振兴国家财政结合起来，逐步

增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把强化财税管理与整顿财

税秩序结合起来，使财政工作逐步走上依法理财、依

法管理的道路。

（一）牢牢把握大局，推动两个转变，促进经济

发展，保持社会稳定。要继续把支持农业放在财政工

作的重要位置上，按照《农业法》的要求，确保预算

内支农支出的合理增长，保证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为

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国务院决定，今年中央财政增加

15 亿元的扶贫支出拨款，地方也要相应增加扶贫投

入。不论财力有多紧，要保证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资

金到位。在资金安排上要保证重点，集中使用，不能

挤占和挪用。同时，要强化对扶贫资金的管理和监督

工作，坚决查处扶贫资金使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要

切实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

度。各地在制定和实施“九五”计划时，必须充分考虑

国家的整体布局和国内外市场容量，与国家的产业政

策结合起来，把有限的财力用于优化和调整结构，着

力发展那些市场需求量大，产业关联度高，科技含量

多，经济效益好，带动作用强的产业和产品。特别要

重视发展本地区优势明显的特色经济，开拓城乡市

场。同时要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走内涵和集约发展

的路子，切实防止投资外延化和不顾可能、一哄而起

的倾向。要切实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促进企业建立和

完善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内部管理制度，扎扎实实抓

好基础工作。要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深化

企业改革创造必要条件。当前，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

营困难，下岗待业人员增多，安置好停产半停产企业

富余职工的就业和生活，对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

的大局，帮助企业扭亏增效，克服困难至关重要。对

那些经营不下去，又不具备兼并破产条件的企业，应

对富余职工实行下岗分流。下岗职工实在难以安置

的，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费用。

（二）加强收入征管，继续保持财政收入快速增

长的势头。各级财政要帮助和督促企业加强资金管理

和成本核算，把降低管理费用作为重点来抓，严格控

制企业成本费用，扭转企业工资奖金和福利开支的随

意状态，建立严格的约束机制，扭亏增盈，提高效

益。要继续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切实依法治税，应收

尽收，严禁乱开减免税口子，严禁违反规定擅自批准

缓税。要大力清理欠税，在继续压缩旧欠的基础上，

确保今年不再发生新欠。对不顾国家利益有意欠税的

企业，要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维护国家税法的威严。

在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中，特别要注意抓好对高收入

行业及高收入者应纳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试行注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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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审核制度，制止非法减免个人所得税以及擅自提

高扣除标准和扩大扣除范围的行为。目前土地出让金

收入流失情况十分严重，今年要加强土地出让金的征

收管理。对未按规定缴入财政的土地出让金，要坚决

予以清缴、追回；对已上缴财政、未纳入预算的土地

出让金，要坚决清理入库。

（三）建立严格的预算约束机制，遏制财政支出

过快增长的势头。控制支出规模，调整支出结构，必

须发扬勤俭建国，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过“紧日子”。

财政支出水平和标准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

能超前。支出的增长必须低于收入的增长。要调整支

出结构，有保有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每一项事

业都很重要，但受财力的制约，就必须区分轻重缓急

和主次先后。在预算执行中要坚持依法理财，严格预

算约束。一是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规定和各级人代

会批准的预算办事。二是坚决执行国务院统一的工资

政策。今年准备出台的几项调整工资和津贴的措施，

各地区各部门都必须严格按规定执行，不得在国家规

定之外，自行提高标准，或以其他名目变相发放奖

金、补贴。同时要认真清理过去已经发放的各种津

贴、补贴，不合理的要坚决取消。三是严格控制机构

人员编制，科学界定财政支出的供给范围。未经国务

院批准，不准增人增编，增设机构，不许通过乱收

费、乱创收，把自行增设的机构人员转到预算外开

支。对一部分已经取消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应改变

经费供给渠道，停止行政经费供给。那些主要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及一些学会、协会、报刊、杂

志、中心等，都应自收自支。四是压缩公用经费开

支。大力精简会议，从严控制和审批党政干部的出国

经费，坚决刹住公款吃请、公款旅游等不正之风，严

格控制社会集团消费。

（四）继续深化财税改革，完善财税立法，为逐

步振兴国家财政创造良好的条件。要进一步完善增值

税征收管理办法，扩大增值税发票交叉稽核的范围，

坚决堵住利用增值税发票偷骗税的漏洞。改进个人所

得税征收办法，严格实行代扣代缴和法人支付与个人

收入双向申报制度。要继续深化税制改革，继续清理

各类不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巩固和扩大税源基础，

抓紧制定或修订税收法规，进一步改革出口退税机

制，对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自营出口的货物，

实行“免、抵、退”的办法。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过渡

期转移支付办法，改进测算方法，调整标准支出的项

目和因素，建立激励机制，逐步向规范化的转移支付

过渡。中央用于转移支付的财力也将逐年增加。要加

快财政支出改革的步伐，把改革的重点转到强化支出

管理上来，组织力量抓紧研究建立科学严格的支出控

制机制。要继续支持、配合国有企业改革试点，继续

做好“拨改贷”资金余额转资本金的工作，为国有企业

多渠道增资减债创造条件。要切实加强国有资产管

理，积极做好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的后续工作，继续开

展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扩大试点工作。要按国务院

规定，切实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严禁挤占挪

用和挥霍浪费。

（五）进一步规范和整顿财经秩序，加强财政监

督。去年整顿财经秩序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总

的看，经济领域中大面积违法乱纪的势头尚未彻底得

到遏制，因此，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继

续加大治理整顿的力度。今年整顿财经秩序工作的重

点：一是规范财政支出秩序。专门组织力量对预算支

出，从资金的申请、拨付到使用进行重点检查和全方

位监控，对那些挥霍浪费财政资金，擅自提高支出标

准，挤占挪用重点支出的违纪行为，要坚决查处。二

是继续开展打击偷税、骗税的专项斗争。目前，税务

机构正结合财税大检查开展出口退税的专项检查，今

年要视专项检查结果，继续对一些重点地区、重点行

业和重点环节进行检查。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出口退

税的事前审核和管理制度。三是强化企业财务约束机

制。加快研究制定国有企业财务监督实施办法，对企

业消费性资金使用、对外投资、关联企业往来、购销

活动以及资产处置等依法进行监督。收入要全部入

帐，支出要有预算，并做好内部审计工作。四是加强

预算外资金管理。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预

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行政事业性收费要严格执行

中央、省两级审批制度，基金要严格执行中央一级审

批制度，刹住越权设立基金，乱设收费项目的歪风。

坚决制止向单位和农民乱摊派和乱收费。五是加强对

会计工作的管理和指导。结合今年税收、财务、物价

大检查，继续开展以强化基础管理和依法建帐为中心

内容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活动，研究制定与企业会

计制度相适应的成本核算办法及单位内部控制制度，

加强对会计人员的基本技能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并

定期进行检查。逐步实行企业年度会计报表注册会计

师审计制度，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在会计秩序建设中的

作用。

各位代表：完成好今年的预算，任务相当艰巨。

我们将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领导下，把握大局，再接再厉，同心同德，开拓

前进，圆满地完成今年的预算任务，为巩固和发展当

前的大好形势做出新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

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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