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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部门回应七大公共资金“钱去哪儿了”？

公共资金的使用
和管理体制改革，是
两会代表委员高度
关注的热点。2014
年，“新华视点”栏目
通过“钱去哪儿了？”
系列报道对相关问
题进行了调查。两会
上，“新华视点”记者
采访与会部长及相
关部门负责人，请他
们就土地出让金、水
电油价“附加费”、高
速公路收费、物业维
修基金等 7大公众
关注的公共资金流
向与使用问题，进行
权威回应。

科技部部长万钢答记者问时表示

科技计划40个部门管理，问题突出
“改革和创新是科技发展的两个轮子。改革是为了释放创新的活力，创

新是为了增强发展的动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要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科技部部长万钢 11日在十二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就改革和科技发展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2014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
的元年，也是科技改革发展过程中
极不平凡的一年。无论是科技发展
方面，还是科技改革方面，都是‘蛮
拼的’。”万钢一连用8个“蛮拼的”
形容我国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
究、产业发展、重大专项的任务落
实、农业科技创新、科技惠民、大众
创新创业和科技改革方面取得的进
展。

他举例说，生命科学和基因工
程方面取得新的重大突破；鸟类起
源研究成果列入《科学》杂志十大科
学突破；国内有效发明专利预计达

到66万件；超级杂交水稻百亩片亩
均产量超过1000公斤；高铁走出国
门，相关技术持续发展；新能源汽车
到去年年底保有量超过12万辆；互
联网产业、电子商务、社交平台快速
发展；数控机床的产品销售和应用
新增产值达170亿元；创新医疗器
械的示范应用达到10余万套；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星火逐渐成为燎
原之势……

关于“十三五”科技创新的方
向，万钢说，要面向国家长远发展，
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的顶层设计，组
织编制好“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

科技改革发展都是“蛮拼的”

去年底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深
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

等）管理改革的方案》，进展情况如
何？对此，万钢说，改革重点就是针
对科技计划进行顶层设计、强化分
类资助，逐步打破条块分割，加强统
筹协调，建立中国特色的以目标和
绩效为导向的科技计划管理体制。

他说，现行的科技计划出现了
缺乏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不够、资助
方式不完善等问题。中央财政支持
的各类科技计划由近40个部门管
理，有近百个计划渠道，资源碎片化
问题突出，科技人员多头申请，跑项
目负担特别重。

万钢说，通过改革将形成“一个
平台、三个柱子”。由各部门组成联席

会议，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都放在
这个平台上来统筹；由高层专家组成
战略咨询和综合评审委员会，为战略
决策提供咨询；由专业机构负责科技
项目具体管理，政府各部门不再直接
介入，政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绩效
评估。同时，要连通科技管理信息系
统，国家财政支持的科技项目成果要
进入科技报告体系，除涉密项目外，
都要向社会公布。

他说，目前已经制定了国家科
技计划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及战略咨
询与综合评审委员会的组建方案。
对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
试点工作也已启动，形成了6个试
点专项，原来的近百项科研计划有
近50项已经初步整合。

政府要退出科技计划具体项目管理

万钢说，我国科技孵化器在大
众创新创业方面有很好的基础，
目前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已经超
过 1600家，大学科技园有 115
家，在孵企业 8万多家，就业人数
170多万人。全国活跃的创业投资
机构有 1000多家，资本总量超过
3500亿元。技术交易也很活跃，
2014年全国技术交易成交额达到
8577亿元。
“把这么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基础和创业者的需求对接起

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的特性，是一个重要环节。”万钢说。

他说，北京车库咖啡、深圳柴火
创客空间等新型孵化机构，为创新
创业者提供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
交空间和科技资源共享的空间，要
构建好这样的众创空间。
“要降低服务创新创业的门槛，

对创客空间等孵化机构的租金、网
络使用费用、创业培训、公共服务等
方面给予财政补贴。”万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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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众创空间，服务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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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审计结果暂未公布但整

改问责已启动

全国政协委员、审计署副审计
长石爱中表示，土地审计部门不少
情况还在核查，何时对外公布结果
目前还没有“时间表”，不过肯定不
会太长时间。今年2月中旬的国务
院常务会上，已明确根据此次土地
审计，要求针对审计督察发现问题，
采取铁腕措施，严肃问责。一些业内
人士透露，这标志着审计结果虽未
对外公布，但整改问责已经启动。

2.农业“大补贴时代”涉农

资金跑冒滴漏何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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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将利用中纪委派驻监管

机构加强监督

刚刚卸任农业部副部长、出任
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的全国政
协委员牛盾说，我国财政对农业的
补贴逐年增加，补贴中出现的偏差
和贪污腐败值得警惕，这些补贴是
投向农业产业和弱势农民群体，贪
污截留这些钱十分恶劣。农业部将
加强对涉农补贴的监督管理，利用
中纪委驻农业部监管机构加强监
管，并与地方农业部门联手形成网
络加强监管。

3.如何解决水电油中的民

生“附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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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已被清理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现在
水费、电费确有一些附加收费。目前
保留的都是有依据的，主要是政府
性基金，比如三峡水库库区基金、南
水北调工程基金。一些没有依据的
已经被清理掉了。如果做新的改进，
还要通过其他税收来解决。

4.如何规范公交卡押金乱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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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今年将协调部分省市公

交卡互联互通

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表示，
今年将协调部分省市的公交卡互联
互通，协调技术标准。交通部办公厅
负责人表示，公交卡押金的具体问
题归各省份交通委管理。

5.高速公路是否会继续延

期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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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修订收费办法已提上日

程将进行体制性改革

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表示，
目前，高速公路建设在融资方面出
现很多问题，高速公路管理与收费
的修订已经提到日程上，将进行体
制性改革。同时，将加强收费公路的
管理。

6.如何让“沉睡”的住宅维

修资金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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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将修订管理条例改变提

取程序繁琐等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副部长齐骥表示，现在提取程
序比较繁杂，维修资金不能及时到
位，最重要的是修订物业维修基金
管理条例。

7.如何解决科研资金“碎片

化”和低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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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将把分散的近百个专项

资金统一到一个平台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
刚表示，科技部2015年年初正式
对外公布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
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
方案》《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
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等文
件，把分散在数十个部门的近百个
专项统一到一个平台，将着力解决
科技资源“碎片化”和项目聚焦国家
战略不够的问题，并对科研资金管
理不科学、不精细、不规范和使用效
益不高等问题进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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