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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曾楚禹◎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把财政该管
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放开、放到位，在更
大程度、 更广范围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
一步发挥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27日，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楼继
伟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作2012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时如是说。

决算报告是全面反映政府每年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 翻开6000多字的2012年中央决
算报告，数里行间反映的财政收支变化，既是
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发力的结果，也传递出财
税体制改革向深水区迈进的重要信号。

信号一：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减少专项转移支付

决算报告显示，2012年中央公共财政
收入占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7.9%，
比2011年下降1.5个百分点； 中央公共财政

本级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14.9%，比2011年下降0.2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一方面，中央财政收
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另一方
面全国财政支出中， 中央本级实际只花‘小
头’， 更多的财政资金通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
付形式分配给了地方。”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
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说。

楼继伟表示， 下一步将逐步取消不符合
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将
部分属于地方事权且信息复杂程度较高的专
项转移支付项目下放到地方管理， 对部分使
用方向类同、 政策目标相近的专项转移支付
项目予以整合，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信号二：营改增引领税改纵深
提高财政收入质量

决算报告显示，2012年中央财政收入增速

有所放缓，今年上半年，收入增速放缓势头更明
显。究其原因，除受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影响，也
与近年来实施的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关。

2012年，营改增试点由上海扩大到北京
等9个省（直辖市）和3个计划单列市。

国务院明确表示，自今年8月1日起，将交通
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
围内推开，并适当扩大部分现代服务业范围。

尽管这一改革势必会进一步影响财政收
入增长，但楼继伟在决算报告中指出，将及时
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研究实施有利于增加内
需、调整结构的长期机制或政策。同时，报告强
调，要依法规范收入管理，努力提高财政收入
质量，严禁为完成收入任务而虚增财政收入。

信号三：完善预算管理制度
提高财政资金绩效

“预算约束力有待增强，财政资金使用绩

效需进一步提高，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
不够完善……”在决算报告中，楼继伟直言当
前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既有体制机
制方面的原因，也与财政预算管理相关。

推进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我国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关系到我国超
十万亿元规模的公共财政资金是否花得有
效、透明。

针对下一步改革，楼继伟指出，将加快建
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切实加
强财政规范化、科学化和信息化管理，进一步
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他在强调继续严格支出管理，严控一般
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支出的同时，提出民生
支出也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
度”的要求，创新投入方式，扎实开展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试点，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的绩
效。

把该管的管住 不该管的放开
———2012年中央决算报告释放财税改革新信号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记者
27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南京至
杭州（宁杭）、杭州至宁波（杭甬）高速
铁路已完成开通运营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将于7月1日正式开通运营。

宁杭高速铁路是《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中“长三角”城际客运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营业里程256公里，纵贯
江苏、浙江两省，全线设南京南、江宁、
句容西、溧水、瓦屋山、溧阳、宜兴、长
兴、湖州、德清、杭州东11个车站。

杭甬高速铁路是《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的我国以“四纵四横”为主骨架的
快速铁路网中的“一纵”———上海经杭
州至深圳的东南沿海铁路的重要组成
部分，营业里程155公里。杭甬高铁设
杭州东、杭州南、绍兴北、上虞北、余姚

北、庄桥和宁波7个车站。
宁杭、 杭甬高铁设计时速350公

里， 初期运营时速300公里， 分别于
2012年9月、10月完成全线铺轨。今年
3月10日至5月23日，两线进行联调联
试，共开行检测列车300列，开行动车
组列车1230列， 累计检测里程12.5万
公里。自5月24日起，全线转入运行试
验，6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宁杭高铁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
51.5对，其中“G字头”动车组列车45.5
对，“D字头”动车组列车6对；杭甬高
铁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74对，其中“G
字头”动车组列车45对，“D字头”动车
组列车29对。

宁杭高铁在南京与杭州间架起了
一条直线高速客运通道， 南京与杭州

之间往来不再需要绕行上海， 旅行时
间比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一半以上。
同时， 宁杭高铁与已开通运营的沪宁
高铁、沪杭高铁共同构成沪宁杭“铁三
角”高速铁路客运通道，从南京经宁杭
高铁可直达杭州及东南沿海各城市，
从杭州经宁杭高铁可直达南京及北
京、济南、合肥、武汉等各城市，旅行时
间大大缩短。

杭甬高铁向北通过沪杭高铁、宁
杭高铁， 可连接京沪、 沪宁和合宁高
铁，直达上海、南京及沿线各城市；向
南通过甬台温、温福、福厦高铁直达台
州、温州、福州、厦门等东南沿海城市；
待厦深铁路建成通车后， 将实现东南
沿海铁路全线贯通， 上海至深圳可通
过高铁直达。

宁杭、杭甬高铁7月1日开通运营

6月27日，两辆高铁试验车停靠杭州东站。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和上海铁路局的消息显示：南京至杭州（宁杭）、杭州至宁波
（杭甬）高速铁路已完成开通运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将于7月1日正式开通运营，并从6月27日11时起售票。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根据国家海洋局网站
发布的消息，2013年6月27日，中国海监51、23、5001
船编队继续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对发现的日
方侵权船只进行监视取证并开展了维权执法。

我海监编队
继续巡航钓鱼岛领海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27日
下发《关于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
动的通知》，要求在全国法院系统内统一组织开展会
员卡专项清退活动。

通知明确了清退工作的对象及范围，同时强调，
凡未持有或已将会员卡自行清退的法院工作人员，
均应于7月31日之前向本人所在单位纪检监察部门
作出零持有的报告。 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于8月10
日之前向所属中级法院纪检监察部门作出单位零持
有的报告。各中、高级法院应当于8月20日和8月30
日之前， 分别将本院机关及辖区法院开展专项清退
活动的情况报送上一级法院。

最高法
启动会员卡清退活动
8月10日前“零持有”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记者27日从中国记
协获悉，自27日中午12时起，中国记协将在新华网、
中国记协网（中华新闻传媒网）上公示第23届中国
新闻奖参评作品材料，欢迎社会各界监督、评议。

据介绍，此次公示时间为6月27日中午12时至7
月11日中午12时。在此期间，社会各界均可通过电
话、传真、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意见，中国记
协评奖办公室将认真受理，并将这些意见提交第23
届中国新闻奖评选委员会参考。

评议内容可发至5826＠vip.163com，联系电话
010-58262762，010-58262908。

第23届中国新闻奖
参评材料网上公示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神舟十号
飞船返回舱27日运抵北京。 主着陆场
区指挥部正式向飞船研制单位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交接返回舱。

12时50分， 载有返回舱的专列徐
徐进站。 主着陆场区指挥部和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举行了简短的交接仪式，

返回舱随后被运送至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科研人员
将对返回舱进行外观检查， 并对飞船
散落物进行研究分析。

据新华社西安6月27日电 中国航
天员在太空中的部分生活用品将“飞
入寻常百姓家”， 经过产业化后成为大

众消费品。 记者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
练中心了解到， 该中心日前与神舟太
空集团签订了航天员在神舟飞船及空
间站使用的高能食品、 国家863项目按
摩仪等中国航天员中心专利技术的太
空产品转让协议， 部分产品将在年内
实现产业化。

神十返回舱运抵北京 航天员太空生活用品
将“飞入寻常百姓家”

新华社新疆鄯善6月27日电 26日凌晨5时50分
许，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鲁克沁镇发生暴力恐怖
袭击案件， 多名暴徒先后袭击鲁克沁镇派出所、特
巡警中队、镇政府和民工工地，放火焚烧警车。

目前，已造成24人遇害（其中维吾尔族16人），
包括公安民警2人；另有21名民警和群众受伤。公安
民警当场击毙暴徒11人、击伤并抓获4人。

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工作，目前当地社会大
局整体平稳。

新疆鄯善
发生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6月27日，在江西省婺源县李坑景区，暴雨引发
的山洪涌上路面。自6月26日开始，江西婺源遭暴雨
袭击，部分景区暂时关闭。 新华社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7日发布的2012年年报
显示， 该基金资产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元， 达到
11060.37亿元 。2012年该基金投资收益率为
7.01%， 成立以来基金年均投资收益率8.29%，跑
赢同期通货膨胀率。

1万亿元
全国社保基金资产总额首次突破

数字速递数字速递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7日介绍说， 2012年中
央公共财政收入完成预算目标， 达到56175.23亿
元， 比2011年同比增长9.4%。

5.6万亿元
去年中央财政收入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27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2012年度审计报告时介绍了国有金融机构审
计情况。审计发现，27家分支机构向手续不全或担
保不合规等项目放贷284.43亿元。

280多亿元
去年金融机构违规放贷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7日介绍说，2012年中央
行政事业单位等用当年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
费”支出合计74.25亿元，比预算数减少5.59亿元。中
央单位“三公经费”中，因公出国（境）经费19.45亿
元，减少2亿元；车辆购置及运行费40.67亿元，减少
2.81亿元；公务接待费14.13亿元，减少0.78亿元。

74.25亿元
去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支出

记者27日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 到2012年
底，全国公务员总数为708.9万人。

据了解，2008年度、2009年度、2010年度全
国公务员数量分别是659.7万人、678.9万人、689.4
万人，2011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为702.1万人。

708.9万人
到去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27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2012年度审计报告时，介绍了全国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跟踪审计情况。 这次审计共发现6万多
套保障房被违规分配使用或出租出售。

6万多套
去年保障房被违规分配使用或出租出售

今年审计报告指出，部分地区债务增长较快，
有4个省和8个省会城市本级增长率超过20%；部
分地区和行业债务风险凸显，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
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已超过100%，最高达
189%。 （均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超100%
9个省会城市负债率

24人遇害，11名暴徒被当场击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