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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详解新预算法六大亮点

政府全部收支入预算接受人民监督
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减少“跑部钱进”

新预算法一大亮点是实行全口
径预算管理，如第4条明确规定“政
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
算”；第5条明确规定“预算包括一
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

楼继伟说，实行全口径预算管

理，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前
提。收入是全口径的，不仅包括税收
和收费，还包括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政府性基金收入等；支出也要涵盖
广义政府的所有活动；同时，将地方
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避免地方
政府债务游离于预算之外、脱离人
大监督。

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预算法日前完成实施 20年来的
首次大修，并将于 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预算法回应
百姓期待重点修改了哪些内容？传递出怎样的改革动向？财
政部部长楼继伟本周接受记者采访为公众详解新预算法。

原预算法规定预算审查重点是
收支平衡，并要求预算收入征收部
门完成上缴任务。于是在客观上带
来预算执行“顺周期”问题，容易导
致收入征收部门在经济增长放缓
时，为完成任务收“过头税”，造成经
济“雪上加霜”；而在经济过热时，为
不抬高基数搞“藏富于民”，该收不
收，造成经济“热上加热”。
楼继伟说，新预算法旨在改变这

一现状，将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

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
展。同时，收入预算从约束性转向预
期性，通过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
制，解决预算执行中的超收或短收问
题，如超收收入限定冲抵赤字或补充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省级一般公共预
算年度执行中出现短收，允许增列赤
字并在下一年度预算中弥补等。这些
规定强调依法征收、应收尽收，有助
于避免收“过头税”等行为，增强政府
“逆周期”调控政策效果。

针对地方可自由支配的一般性
转移支付规模偏小、限定用途的专
项转移支付项目繁杂、交叉重复、
资金分散、配套要求多等问题，新
预算法第 16条、第 38条、第 52条
等条款对转移支付的设立原则、目

标、预算编制方法、下达时限等做
出规定。

楼继伟说，新预算法重点规范了
专项转移支付，如强调要建立健全专
项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市
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事项不得

设立专项转移支付、除国务院规定上
下级政府应共同承担事项外不得要
求下级政府承担配套资金等，有利于
减少“跑部钱进”现象和中央部门对
地方事权的不适当干预，也有利于地
方统筹安排预算。

与原预算法相比，新预算法首次
对“预算公开”做出全面规定，第 14
条对公开的范围、主体、时限等提出
明确具体的要求，对转移支付、政府
债务、机关运行经费等社会高度关注
事项要求公开作出说明，并在第92
条中规定了违反预算公开规范的法
律责任。

楼继伟认为，将预算公开实践成

果总结入法，形成刚性的法律约束，
是预算法修改的重要进步，有利于确
保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预
防和治理腐败。

而对于预算不够细化问题，新预
算法第 32条、37条、46条等多处做
出明确规定，如强调今后各级预算支
出要按其功能和经济性质分类编制。

楼继伟说，按功能分类能明确反映政
府职能活动，知道政府支出是用到教
育上还是水利上；按经济分类则明确
反映政府支出按经济属性究竟是怎
么花出去的，知道有多少用于支付工
资，多少用于办公用房建设等。两种
方式不能偏废，分别编制支出功能分
类和经济分类预算有利于更全面理
解预算是怎样实现的。

相比原预算法，新预算法为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套上预算监管的“紧箍
咒”。楼继伟说，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虽总体可控，但大多数债务未纳入

预算管理，脱离中央和同级人大监
督，局部存风险隐患。
按照疏堵结合、“开前门、堵后门、

筑围墙”的改革思路，新预算法第35条

和第94条，从举债主体、用途、规模、方
式、监督制约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多方面
做了规定，从法律上解决了地方政府债
务怎么借、怎么管、怎么还等问题。

针对现实中的奢侈浪费问题，新
预算法对于厉行节约、硬化支出预算
约束做出严格规定，如第12条确定
了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
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第37条
规定严控机关运行经费和楼堂馆所
等基本建设支出等。

楼继伟说，相对于原预算法仅就
擅自变更预算、擅自支配库款、隐瞒
预算收入等三种情形设置了法律责
任，且不够具体明确，新预算法重新
梳理了违法违纪情形，加大了责任追
究力度，在第92、93、94、95四条里集
中详细规定了法律责任。如对政府及

有关部门违规举债、挪用重点支出资
金，或在预算之外及超预算标准建设
楼堂馆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撤职、
开除的处分。此外，如构成犯罪还将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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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二号”将于2016年前后发射
2022年前后完成空间站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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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杨利
伟10日表示，中国空间站工程稳
步推进，海南发射场已具备发射条
件，中国愿意为其他国家培养航天
员。

杨利伟是在当天开幕的第 27
届太空探索者协会年会新闻发布
会上发布这些消息的。他说，启动
实施3年多以来，中国空间站工程
的飞行产品研制、地面设施建设和
大型综合试验全面展开———天宫
二号空间实验室、天舟货运飞船、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神舟十一号飞
船和长征二号 F遥十一火箭等主
要飞行产品进入研制关键阶段，航
天员和有关地面设施进入飞行任
务准备阶段，空间站核心舱和两个
实验舱将全面转入产品研制试验，
海南发射场建设基本完工，已经具
备发射条件。

根据计划，中国将于2016年
前后发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随
后发射神舟十一号飞船及与之对
接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2018年前
后发射试验核心舱，2022年前后完
成空间站建造。
“中国空间站预留了很多将来

与世界各国进行合作的平台，设计
了能与其他航天器对接、进行舱段
级合作的接口。”杨利伟说，载人航

天工程近年来开展了大量国际合
作，在空间站发展中，中国愿意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在方案设计、设备研
制、空间应用、航天员培养、联合飞
行等方面拓展交流合作。
“关于中国能否培训国外航天

员的问题，我们的态度一直是明确
的、积极的。”杨利伟表示，经过近
20年的研究实践，中国形成了较完

整的航天员选拔和训练体系，研制
建设了完整的选拔和训练设施。“我
们愿意就航天员培训及未来联合飞
行探讨具体的合作形式，非常希望
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
享中国载人航天的成果。”
杨利伟同时透露说，随着中国

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会有更多女
性加入航天员队伍。

大陆经销商曾采购问题油食品“香蒜吐司”

9月9日，记者从台湾桃园县卫生局
官网获悉，该卫生局9月8日追查地沟油
产品流向时发现，溢旺贸易委托生产的
“香蒜吐司”使用了问题油。这批吐司部
分已流入市场，其中一家经销商来自大
陆，但卫生局尚未透露该经销商的名
称，也未透露该经销商的采购量。

据桃园县卫生局介绍，他们是接
到了彰化县卫生局的通知后进行追
查的。彰化县上泓食品行被发现使用
“全统香猪油”制售“香蒜吐司”，“全
统香猪油”即此次被曝光出使用劣质
猪油作为原料的问题油，这批“香蒜
吐司”由桃园县溢旺贸易实业有限公
司委托生产。

调查发现，溢旺贸易将这批问题
吐司销售给16家台湾本地商贩以及1
家大陆商贩，但桃园县卫生局并未透
露这些下游经销商的名称。桃园县卫
生局表示，自5月开始，溢旺贸易共进
货“香蒜吐司”610箱，约11700公斤，
目前已出货447箱（!"包#

箱），现场查
获38箱2包，其余74箱10包流向仍在

追查中。
“香蒜吐司”在台湾被称为梦幻

零食，曾在台湾著名综艺节目《康熙
来了》中亮过相，被誉为“好吃到流
泪”的食品。这次出问题的上泓牌香
蒜吐司属于销量较好的产品，不少台
湾网友在网络上留言高呼恶心，感叹
不知平时吃下了多少地沟油。不少在
大陆销售台湾食品的网店都有销售
这款香蒜吐司，澎湃新闻注意直到9
月9日下午淘宝网上仍有销售。
9月6日，国家质检总局曾发布消

息称，针对台湾地沟油事件，已与台
湾地区有关方面联系，要求其进一步
提供详细
信息，包括
受影响
的企业
和 品
牌 、对
大陆出
口情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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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销售台湾食品的超市' 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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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下架台“问题油”食品 8700件链接

台湾地沟油产品流入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