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认真组织了

对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文件及《邓小平文

选》的学习；结合财政支农工作，组织对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的学习，增强贯彻落

实党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同时，各级财政农财机构加强廉

政建设，自觉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廉政建设的各

项规定，廉洁自律，增强自身的政治免疫力。为了提

高农财干部的业务水平，财政部采取多种形式对农财

干部进行了培训。一是组织有关专家和项目管理人

员，根据《粮食自给工程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和

有关文件精神，编写了项目管理培训教材，分两期对

财政、农业、水利、农机等部门从事粮食自给工程工

作的人员进行了培训。二是组织了全国财政系统农口

企业财会制度培训班，请有关专家讲解农口企业财会

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税制改革等内

容，拓宽了学员的知识面。三是组织了农财处长赴法

国培训，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支农的好做法、好

经验，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通过政治学习和业

务培训，提高了广大农财干部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

平，为提高财政支农工作水平创造了条件。

（财政部农业司供稿，符金陵执笔）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

1996 年是“九五”计划的第一年。为了落实《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

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提出的“九五”期间我国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根据党中央和

国务院的有关要求，农业综合开发“九五”期间的主要

奋斗目标是：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200 亿公斤；项目

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高于非项目区 250 元左右（按

1990 年不变价格计算）。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按照国

务院领导同志提出的“九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要上新

台阶、新水平的要求，1996 年在继续增加资金投

入，深化投资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的同时，重点制订

了“九五”期间的投资计划，加强了财政有偿资金回收

工作，加大了科技投入的力度，争取了世界银行贷款

用于农业综合开发。

1996 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27.5 亿元，比 1995 年增加 4.5 亿元（包括中央财政

预算资金 3亿元，已回收的中央财政有偿资金 1.5 亿

元），增长 19.6% 。据 1996 年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财

务决算，全年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实际支出总额为

97.3 亿元，比 1995 年增长 46.8% 。在资金支出总额

中，中央财政资金 27.3 亿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26.3 亿元，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贷款 15.3 亿元，乡村

集体和农民自筹资金 28.4 亿元。1996 年农业综合开

发实际完成改造中低产田 2 579 万亩，开垦宜农荒地

284 万亩，营造防护林 616 万亩，草原（场）建设

321 万亩，发展经济林 153 万亩，水产养殖 67 万

亩，畜禽养殖 1 428 万头（只），种植大棚蔬菜66 万

亩，建设龙头项目 477 个。项目区年新增主要农产

品生产能力：粮食 45.4 亿公斤，棉花 1.1 亿公斤，

油料 2.78 亿公斤。

一、《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九五”计划》的

要点

为落实《纲要》中提出的“九五”期间我国农业和

农村经济发展的任务和奋斗目标，财政部制订了《国

家农业综合开发“九五”计划》，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原

则同意，下发各地区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其要点如

下：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九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

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

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部署，

以提高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加农民收

入为目标，以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为重点，首先发

展粮食生产，同时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因地制宜地发

展多种经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有机统一。

根据这个指导思想，“九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必

须坚持以下原则：1.以改造中低产田为主，适量开垦

宜农荒地。2.按区域统一规划，突出重点，坚持高标

准、高质量，讲求规模效益，对资源条件好、投入产

出效益高、贡献大的地区和项目，综合运用工程措施

和生物措施，进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做到开发一

片、见效一片。3.开发利用与节约资源并举，优化生

产要素组合，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资源持续利

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4.以市场为导向，立足资

源优势，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加速农村经济向商品

化、产业化、现代化转变。5.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扶

持为辅，以国家投入为导向，充分调动地方各级政

府、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参与农业综

合开发的积极性，把农民群众作为投入的主体。

（二）投资计划和任务。根据“九五”期间农业综

合开发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经测算，“九五”期间农业

综合开发投资计划为：1、总规模为 768.2 亿元，其

中土地治理项目投资规模为461.6 亿元，多种经营项

目投资规模为306.6 亿元。土地治理项目投资规模主

要依据开发任务和亩投资标准确定（综合考虑物价上

涨和开发难度加大等因素，“九五”期间的亩投资标准

以 1995 年为基数，按一定比例递增）；多种经营项

目的投资规模，是根据现行农业综合开发有关政策规

定（即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配套资金、乡村集体

和农民自筹资金的 70% 用于土地治理项目，30% 用

于多种经营项目；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贷款的 70%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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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土地治理项目，30% 用于多种经营项目），按土地

治理项目的投资规模计算确定。2.投资结构由中央财

政资金、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贷

款、乡村集体和农民自筹资金构成，比例各约占四分

之一。

统盘考虑水土资源条件、增产潜力、投资力度、

开发效益等因素，参照 1988～1995 年改造中低产田

和开垦宜农荒地的增产能力（改造中低产田每亩增产

粮食 150 公斤，开垦宜农荒地每亩增产粮食 300 公

斤），“九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任务为：改造中低产田

1.65 亿亩，开垦宜农荒地 1520 万亩，新增粮食生产

能力 200 亿公斤；建设干鲜果、速生丰产林基地 260

万亩，发展蔬菜 100 万亩，水产养殖 300 万亩，新

建农副产品加工项目 1 000 个，新增干鲜果品生产能

力 20 亿公斤、蔬菜38 亿公斤、肉类 12 亿公斤、禽

蛋 1亿公斤、水产品 10 亿公斤；开发项目区农民年

人均纯收入按 1990 年不变价格计算，高于非项目区

250 元左右。

（三）区域布局和重点。根据土地资源开发治理

的潜力和难易程度，以及粮食总量平衡和区域平衡等

情况，农业综合开发布局是，提高东部，开发西部，

主攻中部。重点开发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

下游平原，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

河、额尔齐斯河、塔里木河流域。其任务和目标为：

改造中低产田 1.27 亿亩，开垦宜农荒地 1 185 万

亩，分别占总任务的 77% 和 78% ；新增粮食生产能

力 155 亿公斤，占总任务的 78% 。同时，在其他地

区（包括内蒙古的河套灌区、山西大同盆地和汾河平

原、浙江杭嘉湖平原和萧绍平原及金衢盆地、福建的

闽西北和闽东南地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粤西北地

区、陕西的关中渭北旱塬和汉中盆地、广西的桂中南

地区、贵州的黔中南地区、云南的滇西南地区、宁夏

的河套灌区、青海的海东地区和柴达木盆地等地区）

改造中低产田 3 780 万亩，开垦宜农荒地 335 万亩，

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45 亿公斤，分别占总任务的

23% 、22% 和22% 。

发展多种经营要与土地治理相结合，重点建设一

批有资源、有市场、能够带动农民较快增加收入的项

目。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

化生产，社会化服务，多种经营项目尽可能在土地治

理项目区内建设。在开发内容上，重点发展养殖业、

种植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特别是要大力发展畜牧

业。其中：养殖业以发展节粮型畜禽和淡水产品为

主；种植业突出淡季蔬菜、反季节蔬菜的开发；农副

产品加工业要与种养项目配套建设，以龙头企业建设

为重点，形成“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模式。

（四）保护、支持政策和措施。为了确保“九五”

期间农业综合开发任务的完成和目标的实现，必须落

实各项保护、支持政策。要切实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

性，实行有利于促进粮食生产的价格政策。同时，搞

好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降低生产成本和流通

费用，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

度，并保证各项投入及时到位。项目区农业综合开发

投入增加以后，常规农业的各项投入不得减少。“八

五”期间对农业综合开发实行的优惠政策，如新开垦

的耕地五年内免征农业税，柴油、化肥、农药、农膜

等农用生产资料给予优先安排等，“九五”期间继续保

留。

在落实保护、支持政策的同时，必须采取以下措

施：1.确保开发资金及时、足额到位。要在继续完善

现行的资金投入机制，并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渠道的基

础上，落实好开发资金。2.搞好外部配套工程建设。

重点搞好骨干水利工程、农业工程和林业工程建设。

对这些工程，国家有关部门在所属行业的“九五”计划

中应统筹安排。3.建立奖惩机制。在已规划的农业综

合开发区内，对投入产出效益高、工作成效显著的地

区给予重点扶持；反之，则减少投入，缩小开发规

模。4.提高科技含量。要使农业综合开发区成为农业

高新技术的示范区、科技推广的普及区，并逐步建设

成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促进农业走高产、优

质、低耗、高效的发展道路。5.开发与开放相结合。

在具备条件的地方，要通过招商引资、招标投资等形

式，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资金和先进技术用于农业综合

开发。6.加强领导和搞好部门协作。各级党委、政府

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切实重视这项工作；各有关部门

要围绕开发的目标和任务，积极支持这项工作；要加

强农业综合开发机构建设，理顺与有关部门的工作关

系。

二、财政有偿资金回收情况

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的一半有偿使用，回收后

与预算资金统筹安排，继续用于农业综合开发，是农

业综合开发一项重要的资金投入政策。执行这项政

策，既可以建立滚动开发的机制，保证资金投入规模

不断增加，又可以促使各地区和有关部门择优立项，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从 1996 年起，财政有偿资金

逐步进入还款高峰，回收任务越来越重。保证财政有

偿资金按期、足额回收，已成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的

一项重要内容。

为做好财政有偿资金回收工作，财政部在 1995

年颁发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有偿资金管理暂行

规定》的基础上，1996 年对回收工作中的一些具体

事项作了明确规定，主要有：第一，中央财政有偿资

金的回收日期为每个回收年份的 11 月 30 日。地方

各级财政部门在向下级财政部门确定中央财政有偿资

金的回收日期时，可适当提前。地方各级财政有偿资

金的回收日期，由省级财政部门在回收的年份内统一

确定。第二，财政有偿资金占用费的计费期限，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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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出单位的开户银行划拨借款之日起，至承借单位的

开户银行汇出还款之日止。占用费的缴付日期为承借

单位偿还有偿资金本金的同日。借出单位一律不得在

划拨借款时抵扣占用费（逾期未还者除外）。第三，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可从当年实际收取的属于本级财政

有偿资金占用费中提取业务费，提取的比例不得超过

10% ，主要用于项目评估和专家咨询所需的差旅

费、购置办公设备及凭证帐册、交通工具的使用和维

修、订阅报刊等项费用。当年提取而未用完的业务

费，可结转下年使用，如仍未用完，则转为有偿资金

本金。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每年补助的业务费在

当年若未用完，应转为有偿资金的本金。第四，中央

财政有偿资金的风险基金，按省级土地治理项目中的

中央财政有偿资金总额的5% 计算，从回收后的土地

治理项目的中央财政有偿资金中提留，并存入省级设

立的专户。省级财政部门经与省级农业综合开发部门

协商同意后，方可使用中央财政有偿资金风险基金。

同时，为了激励各地进一步做好农业综合开发中央财

政有偿资金回收工作，财政部制定了《回收后的中央

财政有偿资金奖励问题的规定》，对按期、足额偿还

中央财政有偿资金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予以奖

励。奖励的措施，一是采取以投代奖的方式，奖励开

发项目。凡按期、足额回收中央财政有偿资金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由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在

下年度应安排的中央财政投资额的基础上，从其已回

收的有偿资金本金中提取 10% ，奖励给该省回收工

作做得好的地、县，用作安排开发项目。所奖励的资

金与下年度所安排的中央财政资金统筹安排，一并编

报项目投资计划。二是补助业务费。由国家农业综合

开发办公室从当年回收中央财政有偿资金占用费中提

取 10% 作为业务费，补助给按期、足额回收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省级有关部门应将国家农业综

合开发办公室所补助业务费的 60% 以上，补助给负

责回收工作的县级单位使用。各地区在优选投资项

目，规范借款手续，落实债权债务关系，制定还款措

施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在各级财政部门和农业综合开发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1996 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有偿资金回收情

况是比较好多，全年实际回收资金 12.69 亿元，占全

国应回收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有偿资金 14.01 亿元的

90.6% ，其中实际回收中央财政有偿资金 2.94 亿

元，占应回收额 3.21 亿元的 91.6% 。回收工作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有的地区已归还的财政有偿资金，不

是来自受益者偿还的资金，而是由当地财政部门用其

他资金垫支的。这种做法既不符合政策规定，而且随

着回收资金数额的增长，能够用来垫支的资金也将难

以为继。其原因，有的是由于债权债务关系没有真正

落实；有的是由于项目效益低，或者遭受自然灾害

等，受益者无力还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在

办理有偿资金借款时，真正落实债权债务关系；二是

要搞好项目的规划设计和评估论证，实现择优立项，

提高投资效益；三是要建立健全财政有偿资金的风险

基金制度，以便在遭受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风险

时，能够保证有偿资金的偿还。

三、科技示范项目投资情况

1996 年，农业综合开发投资除在土地治理项

目、多种经营项目投入中继续安排对科技的投入以

外，专门安排了资金用于科技示范项目。1996 年农

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总投资为 1556.3 万元，其

中：中央财政资金 300 万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823.5 万元，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贷款 282.8 万元，乡

村集体和农民自筹资金 150 万元。共择优安排了北

京市顺义县和平谷县、江苏省睢宁县、四川省绵阳

县、湖北省新洲县、山东省无棣县、河南省新乡县和

南皮县、吉林省大安市、江西省井冈山市、甘肃省临

泽县、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湖南省资兴市、辽宁省

葫芦岛市、安徽省淮北市的 15 个科技示范项目。由

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市）农业综合

开发部门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管理和协调工作。同

时，依据项目建设内容，分别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与

服务中心、水利部计划司、林业部计划司和科技司、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农业项目办公室等部

门担任项目技术牵头单位，负责项目的技术服务工

作，协助地方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发展技术培训和示

范工作。这 15 个项目计划推广农作物良种面积 49

万亩；推广各种先进、适用农业技术 67 项，覆盖面

积 100 万亩。项目竣工后，可新增粮食年生产能力

1.06 亿公斤、水果和蔬菜年生产能力 2 100 万公斤、

肉禽和水产品年生产能力 57 万公斤，可新增效益

1.28 亿元。

在安排科技示范项目资金的同时，制定了相应的

政策规定，主要有：1.项目建设内容。以推广改良土

壤、节水灌溉、科学施肥、优良品种等先进适用农业

技术为主，同时兼顾综合配套技术，形成一种能在周

边相似地区推广的、有重点技术内容的综合技术模

式。推广的技术主要包括高产、优质农作物良种及先

进、适用、高效综合栽培技术，畜禽、鱼类良种及优

化配合饲料、科学饲养及疫病综合防治技术，林果良

种及先进、适用、高效栽培技术，土壤改良、水土保

持及节水灌溉新技术，农牧渔业先进适用机械化技

术，平衡施肥配套技术及其他先进适用农业技术。2.

中央财政资金开支范围。科技示范项目中央财政资

金，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1）推广农、林、水

等科技成果的补助费和培训费，包括：在示范区内组

织基层农业、林业、水利等行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

训所需讲义、资料等补助费，科技人员到示范项目区

进行科技成果示范推广所必需的补助费、培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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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进推广优良品种补助费；（3）示范项目区所

在乡（镇）的农业、林业、水利等技术服务站。在推

广服务中所必须购置的小型仪器设备补助费；（4）

科技示范推广工作业务活动费，但该项费用开支不得

突破项目中央财政资金总额的 25% 。此外，对有关

部门在开发项目区进行的农业科技研究、实验等费用

以及对项目区工程建设等硬件设施的投入，均不得在

科技示范项目中央财政资金中列支。3.项目建设地

点、规模和效益。科技示范项目核心项目区一定要建

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内，不得撇开项目区搞示范推

广。项目要有一定的规模，一般应先择优选择具备实

施条件、领导重视、群众积极性高、配套资金能够足

额到位、有较高层次技术依托单位的县，以一个县若

干乡为单位集中连片实施，其中核心示范区的规模不

小于 1 万亩，辐射推广区的规模不小于 10 万亩。要

制定切合实际便于督促检查的年度建设目标。采用示

范推广的技术模式后，年增产幅度必须在示范地块前

三年正常年景平均产量的 15% 以上。

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中专门安排一笔资金用于科

技示范项目，是 1996 年采取的一项新措施，主要是

为了探索把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园区的经验，进一步提高开发的科技含

量，以加快科技兴农的步伐，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

变。为了组织实施好科技示范项目，经财政部批准，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成立了科技处，明确了职

责，配备了人员。从执行情况看，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认为安排科技示范项目是完全必要的，是为提高开发

的科技含量采取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存在的问题主要

有两个：一是投资力度还比较小。由于安排的资金比

较少，项目投资规模相对比较小，一般在 20 万元至

50 万元左右，其中投资最大的项目资金为 928.5 万

元，最小的只有 17 万元。由于项目投资规模较小，

不利于形成规模效益。二是缺少比较规范的项目管理

办法。关于项目的立项原则、申报及审批程序、组织

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的规定，有的不够具体，有的

可操作性不强，尚待规范化。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

对科技示范项目的投资力度，首先要增加中央财政资

金对科技示范项目的投入。在增加投入的同时，要有

选择地确定若干个重点示范项目，适当增加这些项目

的投资规模。要在认真总结各地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

历年科技推广工作的基础上，结合 1996 年实施科技

示范项目情况，制定出比较规范的农业综合开发科技

示范项目管理办法。

四、申请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情况

要完成“九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的任务，关键是

要落实开发资金，首先是要落实起导向作用的中央财

政资金。为此，财政部部长办公会议研究确定：中央

财政要尽力支持农业综合开发这项利国利民的事业，

每年对农业综合开发投入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收入

的增长幅度；但是，由于中央财力有限，“九五”期间

中央财政能够安排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投资，与完成

农业综合开发任务所需要的投资相比，仍存有约 25

亿元的缺口，由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争取利用世

界银行贷款解决。

根据财政部部长办公会议的要求，国家农业综合

开发办公室 1996 年申请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

灌溉农业（二期）项目”。计划由世界银行贷款 3亿

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25 亿元），贷款周期为 4 年，

即 1998～2001 年。同时，国内配套投资 45 亿元人

民币，其中项目区地方财政配套投入资金 22.5 亿

元，农民群众自筹资金 22.5 亿元。世界银行贷款与

国内配套投资合计，项目计划总投资 70 亿元人民

币。在资金的使用上，计划用于水利建设投资 49 亿

元，占总投资的 70% ；用于农业建设投资 14 亿元，

占总投资的 20% ；用于林业建设投资 4.5 亿元，占

总投资的 6.4% ；用于培训、科技推广、管理费用

2.5 亿元，占总投资的 3.6% 。项目建设内容以加强

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进行项目区灌溉、排水渠系开

挖疏浚及建筑物配套，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平整土

地，改良土壤，营造农田防护林，添置农业机械，推

广良种和农业科技成果，建立乡镇科技服务体系等。

项目区涉及江苏、山东、安徽、河南、河北 5 省的

26 个地（市）的 131 个县。由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

公室负责会同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统一组织项目

区的各级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和有关部门进行实施。

该项目实施后，预计在项目区内将新增灌溉面积

1 000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1000 万亩，发展节水灌

溉面积300 万亩，土壤改良面积 1200 万亩，良种覆

盖率由 92% 提高到98% ，农田林网覆盖率由 10% 提

高到 13% ，培训农民 50 万人次。预计可新增粮棉油

综合生产能力 40 亿公斤，项目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增加300元以上。

鉴于该项目世界银行贷款3 亿美元是作为农业综

合开发中央财政资金投入的一个组成部分，围绕农业

综合开发的政策和目标安排使用，项目由国家农业综

合开发办公室统一组织实施，因此，该项贷款由国家

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统一承贷、统一偿还。偿还贷款

的资金来源，为“九五”以后年度中央财政安排的农业

综合开发资金（包括每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和

回收的中央财政有偿资金）。偿还期限为 20 年（含

宽限期 5 年）。对江苏、山东、安徽、河南、河北 5

个项目省，仍执行农业综合开发中央财政资金的一半

有偿投入、一半无偿投入的规定，即：国家农业综合

开发办公室在将 3 亿美元资金转贷给 5 个项目省时，

1.5 亿美元是无偿投入，1.5 亿美元是有偿投入。申

请组织实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灌溉农业（二

期）项目”，既可以弥补“九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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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财政资金的不足，缓解中央财政资金的困难，也可

以进一步借鉴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管理的经验，提高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水平。该项目国家计委和世界银

行均已于 1996 年同意立项。世界银行将按项目管理

程序，进一步组织对项目的评估工作。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供稿，黄家玉执笔）

文教行政财务

1996 年，文教行政财务工作以党和国家有关方

针、政策为指针，按照财政改革及各项工作的总体部

署，合理安排预算，深化支出改革，强化支出管理，

加强制度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较好地支持和促

进了各项文教事业发展和国家政权建设。

一、文教行政经费支出及文教事业发展
的基本情况

1996 年，文教行政经费支出安排，认真贯彻适

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优先保证重点支出需要，较好地

发挥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一）文教行政经费支出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

度。1996 年，文教行政经费支出 2 448.21亿元，比

1995 年增长 17.67% 。其中：文教事业费为 1 245.73

亿元，增长 16.11% ；科学事业费为109.66 亿元，增

长 13.21% ； 行政管理费为 622.23 亿元，增长

15.58% ； 公 检 法 支 出 为 382.65 亿 元， 增 长

28.05% 。

总体上看，1996 年文教行政经费支出具有以下

特点：

1.经费投入继续向教育、科学两个战略重点倾

斜，加大公检法办案经费投入力度。1996 年，国家

财政安排的教育事业费、科学事业费均有较大幅度增

长。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也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

教育事业费为 1038.37 亿元，比 1995 年增长

16.47% ，各级各类学校按学生人均的教育经费、教

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也有所提高；国家财政科

学支出（包括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用、国防科研

事业费、其他部门科研事业费和科研基建投资）为

345.67 亿元，比 1995 年增长 14.3% ，重点保证了国

家基础性研究、农业科学研究和高技术研究的需要以

及专项科研的投入。1996 年，国家财政较多地增加

了公检法支出，其中，配合全国“严打”（严厉打击刑

事犯罪）专项斗争，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了6 850 万元

“严打”经费。

2.行政管理费过快增长势头得到遏制。1996

年，继续推行了中央对省级行政费定额考核工作，各

地区积极推行了省对地市、地市对县行政费的定额考

核工作，同时，加强了行政费的各项管理工作，使行

政管理费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全国行政管理费

增幅1996 年仅比 1995 年增加0.15 个百分点。

3.适当增加文教行政周转金的基金规模。1996

年，全国文教行政周转金基金总额为53.30 亿元，比

1995 年增长12.27% 。

4.文教行政事业单位收入快速增长，自我发展能

力增强。1996 年，全国文教行政事业全额预算管理

单位组织收入总额达 741.14 亿元，纯收入 418.05 亿

元，抵支收入为 225.05 亿元，分别比 1995 年增长

27.49% 、31.69% 、47.81% ；差额预算管理单位组织

收入总额为266.87 亿元，比 1995 年增长25.77% 。

（二）文教科学事业取得较快发展，各项工作成

效显著。1996 年，国家财政在合理安排文教行政经

费预算的同时，继续深化文教行政财务改革，强化预

算管理和经费使用效益考核工作，优化资源配置，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较好地支持了各项文教事业发展和

国家政权建设。

1.教育事业。基础教育稳步发展，普及九年制义

务教育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中小学布局更加合理。

1996 年，全国有中小学校 718 907 所，比上年减少

13 347 所，在校生为 18 592.41 万人，学龄儿童入学

率有所提高，中小学毕业生人数有所增加，中小学校

规模效益有所提高；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较快，成

人教育成绩显著，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

1 010 万人；高等学校布局和专业结构得到调整，提

高了规模效益，在校本专科学生、研究生达到

272.20 万人。

2.科学事业。1996 年，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增

强，全年全国科研单位共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

果 3.1 万项；获国家奖励的成果 647 项，其中国家技

术发明奖 111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536 项。在

“863”等高科技领域也取得显著成果。

3.文化文物事业。1996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发

展到 2 641 个，图书馆藏书 3.98 亿册；完成文物建

筑维修项目 1 104 个；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取得进展，

艺术创作水平有所提高，群众文化活动不断深入开

展。

4.广播电影电视事业。1996 年，全国广播覆盖

率和电视覆盖率分别达到 83.7% 和 86.1% 。 1996

年，中央电视台新开播的电影、文艺、体育、综合 4

个加密频道通过卫星覆盖全国，连同原有的 4 个频

道，节目播出时间达到51000 小时，比 1995 年增长

54.55% ；同时，更加注重节目的思想性、艺术性及

观赏性的有机结合，荧屏内容更为丰富。

5.体育事业。全民健身运动得到广泛开展，竞技

体育项目取得较好成绩。在第 26 届亚特兰大奥运会

上，中国体育健儿共夺得16 枚金牌，22枚银牌，12

枚铜牌，取得金牌和奖牌总数均为第 4 名的佳绩。

6.计划生育事业。1996 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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