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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预算法
修正案1月之隔，国务院10月8日发布《关于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新
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先行军”——预算管
理制度改革进入实质操作阶段。

如何改革完善预算管理，用制度架起规
范政府收支行为的“高压线”，关系庞大国家
财政资金的安全和百姓福祉。

一场政府的自我革命
预算法实施近20年来，我国预算改革不

断迈出新步伐。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现行
预算管理制度暴露出一些不符合公共财政
制度和现代国家治理要求的问题。

“预算管理和控制方式不够科学，跨年
度预算平衡机制尚未建立；预算体系不够完
善，地方政府债务未纳入预算管理……”《决
定》列举的一系列问题，凸显深化预算改革
的迫切性。

“预算改革实际是一场政府的自我革
命。”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说，强化预
算约束，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预算制度，有
助于将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倒逼政
府转变职能，更好执政为民。

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尽管从 2011年起我国已全面取消预算

外资金，但时至今日仍有各单位形形色色的
“私房钱”“小金库”屡禁不止，成为腐败的多
发地。

“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成为预算改革的
首要任务。《决定》要求明确现行政府预算体
系中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预算四项预算的收
支范围，强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
预算管理”。

“只有全部收入纳入预算，才能有效监
督政府花钱。”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
说。

预决算公开要细化到底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预算公开本质

上是政府行为的透明，是建设阳光政府、责
任政府的需要，也是依法行政、防范财政风

险的需要。
“除涉密信息外，政府预决算支出全部

细化公开到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按经济
分类公开政府预决算和部门预决算”“所有
财政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

《决定》既强调扩大公开范围，又对细化公开
内容提出具体要求，凸显国家打造“透明财
政”的决心。

唤醒“打呼噜”的资金
每年大量趴在账上“打呼噜”的沉睡资

金影响了财政支出效益，如何强化国库资金
管理、提高结转结余资金使用效率，成为预
算改革重点。

《决定》明确，要建立结转结余资金定期
清理机制，各级政府上一年预算的结转资
金，应当在下一年用于结转项目的支出；连
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应当作为结余资
金管理，其中一般公共预算的结余资金，应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决定》还提出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
转移支付结构，逐步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
提高到60％以上；中央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
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
节；并大力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

看住政府乱收费的手
“坚决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基金

项目，尤其要看住加重小微企业负担的乱
伸的‘手’。”9月 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向各种乱收费现象发出警示，也成为预
算改革的重点。

目前，我国政府收入中税收占大头，但
非税收入数额也不少。如何规范非税收入
管理，制止各种乱收费现象，备受社会关
注。

在强调依法征税、应收尽收、不收过头
税的同时，《决定》明确加强非税管理的改
革举措，如继续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政府性基金；加快建立健全国有资源、国
有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和收益共享机制；完
善非税收入征缴制度和监督体系，禁止通
过违规调库、乱收费、乱罚款等手段虚增财
政收入。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
记者综合来自多方面的消息，目前
景谷地震已造成 12万余人受灾，倒
塌房屋近 7000间。截至 8日 8时，
景谷县 16 个退服基站及 1 处本地
网光缆断点已恢复，尚有 12个基站
退出服务。

来自云南省民政厅的消息，根
据普洱市民政局和临沧市民政局报
告，截至 8日 8时 30分，此次地震造
成景谷县、思茅区、镇沅县、临翔区、
双江县等 5个县区 12.46万人受灾，
1人死亡，324人受伤，重伤 8人，紧
急 转 移 安 置 56880 人 ；倒 塌 房 屋
6988间，严重损坏房屋 13017间。

受地震影响，景谷县 100 所学
校不同程度受损。为保障师生安
全，景谷地震灾区 100所学校暂时
停课。据景谷县教育局局长陈德
良介绍，地震造成景谷县 16名师生
受伤，全县 100所学校不同程度受
损。初步统计，学校房屋受损面积
约 17万平方米。

来自工信部门的消息说，震区
无乡镇级行政区域通信全阻的情
况，景谷县退出服务的 12个基站，
其退服原因均为电力中断且路途
较远、发电油机未送达的区域。目
前，各基础电信企业正派出多支应
急队伍，携带卫星电话、发电油机
等设备到达灾区开展应急抢修和
通信保障。

记者 8日早间从公安部消防局

获悉，云南消防总队也已启动跨区
域地震应急救援预案，截至目前，
已出动 132 辆消防车、800 多名消

防官兵、35 只搜救犬赶赴现场救
援。目前，消防部队救援力量先后
对芒费、芒那、千云、千毛、那拐 5个

自然村进行了全面搜救，共排查房
屋 110 间，帮助疏散转移群众 450
人，搭建帐篷 15顶。

此次景谷 6.6 级地震与 8 月 3
日鲁甸 6.5 级地震相比，伤亡人数
较少。云南省地震局副局长王彬
认 为 ，这 主 要 和 农 村 民 居 结 构 、
震区人口密度、当地地形地貌等
有关。

景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
长王天寿认为，当地群众近年来十
分重视居住安全，当地民居大部分
为传统的土木穿斗房，本身抗震性
能好。

王彬说，震区人口密度为每平
方公里 40人左右，低密度相对来讲
伤亡可能性较少。目前初步测算，
此次地震震中区域烈度 8 度左右。

“强震仪记录到此次地震运动加速
度只有鲁甸地震的三分之二。”

景谷地区地形地貌也是导致人
员死亡较少的重要原因。云南省地
质环境监测院院长王宇介绍，当地
处于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地貌以中
低山为主，人口多集中在平坝、丘陵
地区，山区人口稀少。同时，当地地
层岩性比较简单，主要以红层为主，
地质构造作用相对较弱，建筑场地
比较有利于抗震。

（据新华社昆明10月8日电）

1956 年，以聂荣臻为主任
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
负责导弹的研制工作和航空工
业的发展工作。5月，中央军委
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建立我国
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在
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中央果断作
出发展导弹技术的决策。1965
年，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改称
中央专门委员会，导弹和人造卫
星的研制被统一纳入中央专门
委员会的领导范围之内。

中央强调，两弹为主，导弹
第一，要实现原子弹与导弹结
合。在导弹和喷气技术领域，经
过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三个阶

段的飞跃。1960 年，我国第一
枚探空火箭和近程导弹发射成
功。在近程导弹的研制取得重
大进展的同时，我国又开始自行
设计和研制中近程地对地导
弹。1964 年，中近程导弹发射
成功。

1966年10月 27日，我国第
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
行爆炸成功。这是在我国物质
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通
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取得的伟
大成就，进一步增强了我国的科
技实力特别是国防实力，加强了
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唤醒“打呼噜”的钱 管住乱收费的手

预算改革倒逼政府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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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8日，在景谷县永平镇迁毛村，成都军区空军官兵和当地群众合力推倒危墙。 新华社发

10 月 8 日，河北省黄骅市李子札村的村民在街头拍
照。今年李子札村投资 200余万元对村容村貌和村中占地
近 30 亩的一个臭水塘实施改造，不仅受到村民的赞誉，还
被纳入黄骅市美丽乡村游的景点。

10 月 8 日，江西省靖安县香田乡香田村农民驾驶农机
收割中晚稻。当日是寒露节气，江西省靖安县农民加紧农
作物秋收秋管、秋耕秋播等工作，田间地头到处是一派繁忙
景象。 均为新华社发

10月 7日，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西拉沐伦河畔，红
山子乡天泰永村的羊群牧归。内蒙古自治区全面推行禁
牧、休牧、划区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增强传统畜牧业的抗
灾能力，牲畜存栏总量平稳提升。

这是 10 月 8 日晚在安徽合肥市拍摄的月全食景色。当晚，月全食
如约而至，颇具观赏效果的“红月亮”亮相天宇。 新华社发

“红月亮”现身 天涯共此“食”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
国家统计局网站 8日发布《统计上
严重失信企业信息公示暂行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
意见。意见稿提出，对依法认定的
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政府统计机
构将向社会公示其失信信息。

意见稿明确，在依法开展的
政府统计调查中，只要核实属于
蓄意编造虚假统计数据，虚报、瞒
报 统 计 数 据 数 额 较 大 或 者 虚 报
率、瞒报率较高以及有其他严重
统计违法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
三种情形之一的，即属于统计上

严重失信企业。统计部门将对失
信企业的企业名称、地址、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和统计违法
行 为 、依 法 处 理 情 况 等 进 行 公
示。根据意见稿，失信企业信息
公示期限为 1年。

社会公众可通过登录国家统
计局网站“意见征集”栏目（http：//
www.stats.gov.cn/tjfw/yjzjfb/）对征求
意见稿提出意见，也可将意见信
函邮寄至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57号国家统计局政法司或发送电
子邮件至 fgjc＠stats.gov.cn。意见
反馈截至 2014年 11月 8日。

国家统计局拟出台新规

统计严重失信企业将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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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 10月 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再次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促进有效
投资和创业；听取对中央企业监督检查情况的
汇报，推进国企改革发展。

会议指出，顺应社会期待，在去年修订政府
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的基础上，今年再作修订，
是改革投融资体制，持续推进简政放权的重要
体现，对于更好实现企业自主投资，为各类主体
创新创业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具有重要意义，
也有利于减少权力寻租空间，防止腐败。

会议确定了以下原则：一是进一步缩减核
准范围。对市场竞争充分、企业能自我调节、可
以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有效调控的项目，由核准
改为备案。二是进一步下放核准权限。对现阶
段仍需核准的项目，明确中央部门和地方责
任。三是进一步完善监管。下放的核准事项由
地方政府按国家规划进行核准，并落实“各负其
责、依法监管”要求，建立完善纵横联动协管机
制。会议决定，对城市道路、供水、化肥等 15类
项目取消核准，改为备案，并运用产业、用地、环
保等相关政策和技术标准等手段，提高管理科
学性和有效性。除少数另有规定外，境外投资
项目一律取消核准。向地方政府全部或部分下
放通用机场、非跨境跨省电网等 23类项目核准
权限。目录经此次修订后，中央层面政府核准
的投资事项将比 2013年减少 40%。会议要求，
要坚持放管并重，加强后续监管。建立投资项
目建设信息报告和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并向社
会公开有关信息。要同步下移监管与核准、备
案权限，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用有效的“放”和“管”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有效投资和创
业的蓬勃活力。

会议听取了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对
中央企业监督检查情况的汇报。指出，去年以
来，监事会树立问题导向，依法履行职责，融入
治理结构，发挥制衡作用，工作富有成效。从
监督检查情况看，中央企业扎实推进改革，加
快转型升级，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但部分企业存在经营风险，保值增值压力较
大。会议强调，下一步，监事会要创新监督形
式，进一步提高监督的针对性、有效性，探索推
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参照有
关监督机构及上市公司监事会信息披露的做
法，采取适当方式，公开监事会对中央企业监
督检查情况，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努力打造“阳
光央企”，有效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和保值增值，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