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关于清理检查预算外资金实施办法》的要

求，自 1996 年 5 月中旬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

对预算外资金的清理检查工作。各级财政部门采取自

查自纠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法，广泛宣传动员，在

全面自查的基础上，重点检查面达到 65% ，基本摸

清了全省预算外资金的底数，查处各种违纪资金 40

多亿元。针对预算外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财政部

门深入分析，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和规范化管理的建

议，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颁布实施《河南省预算外资金管理条

例》，把预算外资金管理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河

南省预算外资金管理条例》于 1996 年 11 月 30 日在

省八届人大第 23 次会议上审议通过，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条例》对现行预算外资金管理

办法进行了较大改进，在管理范围、资金性质、财政

专户、帐户管理、结余调控、监督处罚等六个方面作

了详细规定，标志着河南省预算外资金管理工作进入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八、进一步健全国有资产监管职能，促
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一）认真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省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全面总结了河南省第五次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工

作，向省委、省政府提交了“一张表、两本帐”（即国

有企业资产负债总表、经营性国有资产总帐和行政事

业单位占用国有资产总帐）以及清产核资综合报告和

国有资产统计报告。通过清产核资工作，摸清了国有

资产“家底”，截至 1995 年底，全省国有资产总量为

1 029.8 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 649.4 亿元，非经营

性资产 380.4 亿元。开展了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试

点工作，在摸清全省城镇集体企业户数的基础上，在

纺织、轻工、供销社系统的 111 户集体企业进行了

试点工作。

（二）强化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省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文件，对全省

10 977 户国有企业进行了产权登记年检工作；对全

省 26 075 户行政事业单位进行了产权登记，占应登

记户数的 98.7% 。对全省 124 家评估机构进行了年

检，撤销了 3 家机构的执业资格，限期整顿了 17 家

评估机构，规范了评估中介市场。会同省工商行政管

理、公安、财政部门先后对全省 33 家产权交易机构

和65 家拍卖机构进行了执业检查，对验收合格者予

以公告。

（三）制定支持国有企业改革的十条意见及解决

困难企业职工生活和再就业问题的八条措施。通过落

实清产核资政策，核销冲减企业损失挂帐 74.5 亿

元，帮助企业减轻了历史遗留包袱，为企业发展创造

了条件。在规范评估执业行为的基础上，为企业改

制、改组搞好配套服务，1996 年全省评估立项 1 386

个，评估确认资产净值 218 亿元。省产权交易中心

盘活资产存量 2.3 亿元，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兼并联

合、合资联营、转让重组工作。

（四）开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工作。省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及时完成了 1995 年度保值增值指标考

评汇总和 1996 年度指标核定任务。1995 年考核了

6 841 户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率为 105.15% ；1996 年

考核面扩大到 7 749 户企业，核定保值增值率为

103.38% 。同时，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财政、劳

动、地税部门制定了《河南省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奖惩办法》，强化了激励机制，进一步促进了国有资

产管理工作的开展。

（河南省财政厅供稿，菅明军  李文兵

  陆晓楠  骆 冲  贾宝同  马学思

  罗晓红  郭绍谦执笔）

湖 北 省

1996 年，湖北省国内生产总值 2 970.2 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3.2% 。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716.34亿元，增长4.5% ；第二产业增加值

1344.36 亿元，增长 18.3% ；第三产业增加值 909.5

亿元，增长 12.1% 。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5 122

元，增长 12.2%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984.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1% 。消费品市场繁荣活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 145.7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 。全年零售物价总

指数为 106.5，零售物价涨幅由 1995 年的 16.6% 回

落到 6.5% ，低于经济增长率，控制在年初省定目标

之内。受退税率下调、优惠贷款利率取消等因素影

响，外贸进出口出现滑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32.06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13.3% 。

1996 年，湖北省财税部门在省委、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和财政部的指导下，围绕建立效益财政、确保

财政收支平衡这个中心，深化财税改革，加强收入征

管、支出控管、预算外资金和国有资产管理，战胜了

特大洪涝灾害等造成的减收增支困难，圆满完成了省

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预算任务，实现了大灾之年

全省财政收支平衡。财政收入完成 216.15 亿元，为

预算任务的 105.33% ，比上年增长 19.68% 。其中：

上划中央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91.64 亿元，为预算任

务的 98.7% ，比上年增长 13.2% ；地方收入 124.51

亿元，为预算任务的 110.7% ，比上年增长 24.9% 。

全省地方财政支出完成 197.44 亿元，为预算的

106.76% ，比上年增长 21.55% ，基本保证了工资兑

现和农业、教育、科学、卫生等各项重点支出的资金

需要。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结算，全省财政收支相抵，

当年结余3 93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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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效益财政，促进财源建设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效益财政的要求，湖

北省各级财政部门狠抓效益财源建设。一是确立新的

理财思路。初步树立了“经济发展看效益、效益提高

看税利、税利增长看入库、入库增加看平衡”的理财

思想，确立了巩固基础财源、壮大骨干财源、开辟新

兴财源的财源建设思路。省政府与各地行署和市州政

府签订了《财政工作目标责任状》，各地开源节流、

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二是认真执行《农业

法》，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稳固农业基础财源。全省

财政部门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农业投入的各项政

策，增加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农业综

合开发、农业科技和农村财源建设的投入。除增加财

政预算支农支出外，省级财政还投放支农周转金达

3.5 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全省农业的稳定发展。三是

积极支持发展外向型经济，仅省本级 1996 年就新增

外贸周转金 5 000 万元，支持了外贸企业的发展。四

是支持国有企业“三改一加强”，狠抓企业扭亏增盈和

促产增效工作。制定了《湖北省“九五”时期国有工业

企业财源建设规划》，省财政对国有工业企业已累计

投放财政周转金 12.8 亿元，壮大了国有企业骨干财

源。完善企业扭亏增盈责任制，开展财务检查，加强

财会监督。积极参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优化资本结

构改革试点，支持企业实行股份制、兼并、出售、破

产、集团化等经营方式和增资减债。对国有商粮企业

实行连锁经营、“双线运行”改革，加强了粮食风险基

金管理，落实财政补贴，保证粮价的稳定，保护粮农

种粮积极性。在处理粮食财务挂帐资金缺口大、困难

多的情况下，全省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千方百计挖潜

开源，筹措资金，圆满完成中央下达湖北省 10.2 亿

元的处理粮食财务挂帐任务。

二、坚持财税改革，理顺分配关系

全省财税部门继续坚持以改革促发展的方针，着

重抓了五个方面的改革：一是调整完善财政体制，调

动各地理财积极性，增强县市发展后劲。按照“公平

竞争、照顾困难”的原则和“稳住省级、增强县级、壮

大乡级”的思路，完善财税体制。省财政在把 1994

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时中央给地方的好处全部留给

各地市州县，实行超收与上缴不挂钩的政策，省财政

不集中、不截留的情况下，面对 1996 年特大洪涝灾

害，财政减收增支因素多，保收支平衡难度大的严峻

形势，为了照顾各地灾后困难，再度壮大县市后劲，

省财政又在减少亿元县结算上缴和体制上缴的基础

上，取消了财源建设按 5% 比例结算上缴和老体制递

增5% 上的办法，调动了各地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到

1996 年底，全省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市由 1993 年的

9 个增加到 1996 年的 36 个，占全省县市总数的

53% 。同时，继续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和特困县的

扶持，省财政对全省 12 个特困县除各种专项资金给

予倾斜外，又给每县新增 200 万元周转金，扶持效

益财源建设。二是完善税收制度。清理了一些行业和

产品的增值税、所得税等过渡性的优惠政策，对到期

的减免税恢复征税。三是推进财政周转金管理制度改

革。省财政按省政府关于集中统一管理财政周转金的

要求，在全面清理省级财政周转金的基础上，制定了

周转金借、用、还新的办法，实施了统一帐户、统一

核算、统一计划、统一制度和统一管理的“五统一”措

施，坚持一手抓投放，一手抓回收，基本完成了全年

财政周转金的回收任务。四是继续深化预算外资金管

理制度改革。全省按照中央和省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

管理的有关决定，进一步健全管理制度，将加强预算

外资金管理同整顿财经秩序、推行综合财政预算相结

合，取得新的成效。到 1996 年底，全省纳入财政专

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达 73 亿元，比 1995 年增加 35

亿元，增长 92.1% ，其中省直属单位纳入财政专户

管理的预算外资金达 19.2 亿元，增长 1.3 倍。全省

已有 85% 以上的县市试行了综合财政预算，地市州

一级实施综合财政预算达 65% 。五是加强社会保障

财务管理，促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制定了全省统一

的社会保险基金及其经办机构的财务管理办法和会计

制度，积极开展了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

三、坚持依法征收，促进财政收入任务
完成

全省财税部门牢固树立收入意识，坚持依法征

收，加大各项收入的征管力度，大力组织收入，突出

了“四抓”：一是抓任务。省财税部门层层分解落实年

初收入任务，制定了分地区、分行业的收入目标任

务，坚持做到执行政策不越轨，依法征税不过头。二

是抓关键。根据收入进度，对收入的重点地区、重点

行业、重点企业和欠税大户开展税收执法大检查，特

别是狠抓农业税收执行情况检查，促进依法征税，制

止个别地方按田亩、按人口分摊农业税收的现象。三

是抓调度。按月召开收入进度协调会，及时研究解决

征收工作中的问题，财政、税收、银行、企业协同作

战，确保财政收入按时入库。四是抓奖惩。各地严格

按照年初确定的财政收入进度责任状，将任务层层分

解，责任到人，逐月检查，奖惩兑现。省政府制定了

全省财政收入超收奖励办法，调动了各地各部门增收

的积极性。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听取财税

部门关于收入进度的情况汇报，研究增收措施，亲自

协调解决征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为圆满完成全年收

入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坚持服从大局，促进财政支出规范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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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财政部门认真贯彻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调

整支出结构，强化支出控管，压缩一般性专项支出，

确保农业、教育、科学、卫生等重点支出和正常的工

资支出的资金需要。一是抓制度，用制度来规范财政

支出行为。省政府制定了控制省级财政新增支出、省

级预备费和省级会议费管理等办法，省人大通过了贯

彻执行《预算法》实施办法，强化了预算约束。各级

政府都相应制定了加强支出控管的有关规定和办法。

二是抓检查。全省财政部门认真开展了重点支出项目

使用效益情况检查，建立量化考核制度，加强资金审

批程序管理。三是抓重点。坚持将兑现干部教师的工

资作为保稳定的头等大事来抓，在预算支出上优先安

排、足额拨付，并按《财政工作目标责任状》要求逐

月开展督促、检查、通报，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工资发

放准备金，基本保证了全省工资兑现。四是抓创收。

推广以文补文、后勤服务社会化等经验，支持行政事

业单位合理创收，实施单位收支统管、以收抵支，节

约财政支出。

五、坚持依法治理国有资产，加强国有
资产管理工作

省政府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改革了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1996 年首次完成 5.3 万户企业、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统计编报工作，基本摸清了全省

国有资产“家底”和运营状况。按照国务院发布的《企

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的要求，开展了企业

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及年检工作，对省直行政事业单位

占用的国有资产也进行了产权登记。制定了行政事业

单位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国有资产管理办

法，开征了“非轻经”国有资产占用费。继续推进授权

经营、资产评估、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调处工作，加

强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国

有企业改革。

六、坚持“两手抓”，促进全省财政系统

精神文明建设

全省财政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届六

中全会精神，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

针，着力建设一支讲政治、讲大局、讲纪律、讲贡献

的过得硬的财政队伍。进一步建立健全精神文明建设

的各项制度，根据工作特点，提出了塑造“团结开

拓、服务兴财”的湖北财政形象的要求，制定了财政

机关服务规范和文明用语，建立了财政内部岗位责任

制和量化考核制度。强化政治理论学习，狠抓勤政廉

政和思想作风建设，在健全制度的同时不断加强监督

检查落实。开展“学先进、比贡献、创一流、增效益”

的争先创优竞赛以及财政系统文明创建活动，努力改

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全省财政系统创建县级

以上文明单位已达 84% ，其中省级文明单位 35 个。

各级财政部门还结合财政审计，集中开展查纠整改活

动，健全财政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干部职工的政治素

质明显提高。

（湖北省财政厅供稿，王祺扬执笔）

湖 南 省

1996 年，湖南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2 640.67 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2.6% ，提前四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在国内生产总值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86.97 亿元，增长6.2% ；第二

产业增加值 1009 亿元，增长 17.2% ；第三产业增加

值844.7 亿元，增长 12.6% 。一、二、三产业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由上年的31.2% 、37.2%

和 31.6% 变为 29.8% 、38.2% 和 32% 。农业战胜严

重的洪涝灾害，获得较好收成，全省农业总产值

1 226.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8.3% 。工业生产保持较

高增长速度，全省工业总产值 3 288.3 亿元，比上年

增长 28.3% 。固定资产投资有较大增长，全省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671.4 亿元，比上年增长28.1% 。交

通邮电业快速发展，全省交通运输业实现增加值

145.31亿元，比上年增长 14.5% ；全省邮电业务总

量42.16 亿元，实现增加值 23.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3% 。消费品市场呈现平稳态势，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9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 ，扣除物价上涨因

素后实际增长 8.4%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

7.7% 。对外经济有一定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32亿

美元，比上年增长 9.8% ，其中出口 22.13 亿美元，

增长 5.7% ，进口 9.87 亿美元，增长 20% 。旅游业

取得较大成就，旅游外汇收入 1.01 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 55% ；国内旅游收入 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6.8% 。

1996 年，全省各级财税部门紧紧围绕“两个根本

性转变”，积极推进财税改革，大力加强以本级为重

点的财源建设，严格财政管理，认真整顿财税秩序，

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努力克服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自

然灾害严重等方面的困难，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有力

地支持了全省改革、发展和稳定。1996 年，全省完

成地方财政收入 130.36 亿元，比上年增加 22.2 亿

元，增长 20.53% ；完成上划中央“两税”（增值税、

消费税）收入 106.74 亿元，比上年增加 10.86 亿

元，增长 11.33% 。全省共完成财政支出 217.74 亿

元，比上年增加 43.8 亿元，增长 25.18% 。按照现行

财政体制结算，全省实现当年收支平衡，并消化了部

分老赤字。

一、财税改革有了新的突破

（一）制定比较科学和规范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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