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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省人大代表借助《2016 湖南省政府
预算解读》，很容易就看懂政府预算———

透明预算 代表点赞
柳德新 高立朝 罗云峰

“今年的政府预算草案，在去年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改进，我们基层代表也能一眼看懂了。 ”1 月 27 日，来自
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万贯冲村的省人大代表奉稳香不停地点赞。

而以前，不少人大代表反映，预算专业性强，很难看懂名目繁多的收支科目以及各种复杂的表格数据，
“看政府预算犹如雾里看花”。

变化的背后，是我省在编制政府预算草案的同时，还专门编制了《2016 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
通过图解政策、数据剖析、对比阐释等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确保省人大代表看懂政府预算。

作为“政府账本”，政府预算报告直接
体现着省人民政府的政策意图，关系到千
家万户的民生福祉。 审查批准本级政府预
算并监督其执行情况，是宪法和法律赋予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职权。 人大代表
只有行使好这一权力，才能代表全体人民
看紧政府的“钱袋子”，把该花的钱花好，
不该花的坚决不花， 确保财政资金用在
“刀刃”上。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强调“透明预算”，实施全
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预算法》，也对预算编
制、预算审查和批准作出详细规定。

今年，省财政厅结合新《预算法》的要
求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的决定》等精神，与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一道，
编写了《2016 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为省
人大各位代表审查政府预算草案提供了
专业、详细的参考。

《2016 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共 174
页，分为“财政改革”、“预算数据”、“民生
政策”三篇，分别阐释了我省如何将财政
预算改革向纵深推进、政府的钱从哪里来
用到哪里去、怎样让老百姓在共建共享中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2016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将枯燥
的数据化为形象的表达，每页都有图表或者

插图，还有逐年增长对比
图。我们既看得懂大账，也
看得清细账， 而且看起来
还蛮轻松，有一种赏心悦目
的感觉。 ”省人大代表何培云
说， 她当了 9年人大代表，看
到了政府预算编制工作的不
断进步。

“将枯燥的数据化为形象的表达”

2015 年是新《预算法》实施第一年，是
省委、省政府确定的“财政改革年”。 我省认
真贯彻中央精神，从湖南实际出发，遵循“问
题导向、底线思维、改革创新、精准发力”的
指导方针，注重将现代理念、法治思维和创
新精神融合贯穿于财政管理之中，推进了一
系列标本兼治、既利当前又管长远的制度性
改革措施，预算统筹、预算公开、资金整合、
政府债务管理、投融资机制等改革走在全国
前列。

“预算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 ”这是
省人大代表赵丽莎看了《2016 湖南省政府
预算解读》的感受。《2016 湖南省政府预算
解读》第一篇就是“财政改革”，42 页，从 12
个方面阐述了我省财政改革的进展， 分别
是：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建立收入自主增
长机制、推进预算公开、整合规范专项资金、
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 试编政府债务预算、
创新财政投融资机制、规范政府性投资基金
管理、 构建市县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考核体
系、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推进政府购买
服务、推广 PPP 模式。

赵丽莎以“创新财政投融资机制”为例
说，省财政厅积极调整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
方法，值得肯定。如：对企业由过去的直接补
贴和无偿补助为主转为更多运用股权投资、
基金投入、贷款贴息、后补助等市场化支持
方式，减少行政干预；对重大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根据中央“鼓励地方政府与具有管理
经验的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基金”等政策
导向，创新投融资机制，综合运用财政与金
融政策工具， 探索组建政府性投资基金，既
减轻当期政府负债压力，又尽力保障资金需
求。“在报告全口径预算的同时，今年政府预
算报告还首次报告了地方政府债务情况，有
利于把政府花的每一笔钱都纳入监督范
围。 ”她还认为，省财政整合规范专项资金，
采取硬性措施，严控自由裁量权，提高透明
度和规范性，可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专项
资金名目繁杂、规模散小、结构固化、效益不
高的突出问题，有助于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
好、用活、用出成效。

来自财政系统的省人大代表吕毅更关
注今年财政改革动向，他也从《2016 湖南省
政府预算解读》中找到了答案。 2016 年，我
省将继续巩固改革成果，并在更精、更实、更
细上下功夫，迈向纵深，提质量、上水平。 按
照中央统一部署，全面实施“营改增”等税制
改革，在国防等领域先行实施事权与支出责
任改革。预算改革方面，突出抓好 6 项改革：
一是加大政府预算统筹力度，扩大市县对上
级专项转移支付统筹安排的自主权；二是将
省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债务预算编制范围
由交通扩大到水利、能源、保障性住房等民
生领域， 编制 2016-2018 年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中期财政规划；三是设立省新兴产业基
金，对政府性投资基金设立、审批、资金安
排、运作方式、风险控制及退出予以全面规
范；四是在污水垃圾处理领域全面推进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探索政府与有信
誉、 有实力企业合作的环境治理新模式；五

是推进专项资金深度整合和适时退出，控总
量、提质量，健全完善预算公开长效机制；六
是全面实施省对市县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考
评机制，借助第三方对市县财政运行情况进
行绩效考评，建立与考评结果直接挂钩的激
励约束机制。

“预算改革取得重大突
破性进展”

《2016 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的第
二篇是“预算数据”，30 页，分别从财政收
入、财政支出两方面反映了四部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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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其
中，各种柱状图、饼状图、曲线图等大量的
图表，几乎占了一半篇幅。

“预算数据篇全面系统地解读了财政
收支情况和构成，特别是通过图表的形式
对复杂的财政数据加以描述，使政府预算
报告看起来更轻松、更明白，让我们既知
道钱从哪里来，也知道用到哪里去，更接
近、更了解、更熟悉预算，更好地行使好审
查、监督的权力。”这是省人大代表向长江
的体会。

2015 年，全省全口径政府预算收入
6094.6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 4008.1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0.2%；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168.6 亿元；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收入 1432.5 亿元；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 22.4 亿元。“从图表看得
出，2015 年我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
小幅低开后， 从 2 月份起就扭负为正并
稳定上升，下半年增幅一直在 10%以上。

这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 调结构
转方式过程中实现的增长， 结果来之不
易。 ”省人大代表刘焕华说。 2016 年，全
省全口径政府预算收入预计 6398 亿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4328.8 亿
元，比上年增长 8%，与 GDP 增速基本同
步，力争财政收入增长更快一些，税收占
比提高一些；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
1110 亿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
1528.4 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
计 17.1 亿元。

来自武陵山片区洞口县的省人大代
表曾晓桃，则比较关注转移支付情况，她
从《2016 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 看到
2015 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想看的情
况都能看到”。 2015，中央下达我省转移
支付 2713.7 亿元，增长 11.7%。 其中，中
央一般性转移支付 1625.3 亿元， 增长
8.1%。 省财政不仅将中央下达我省的财
力性转移支付增量全部下达市县， 还通
过调整结构加大对市县的补助力度。“十
二五”期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补助规模
由 2011 年的 1519.4 亿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2864.5 亿元，年均增长 17.2%。

近年来，我省财政收入增速趋缓，但
各项重点刚性支出规模持续扩大。 如何
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花更少的钱
办更多的事， 厉行节约， 严控一般性支
出， 提高支出绩效， 更好保障和改善民
生，是编制支出预算面临的新挑战。

《2016 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的第三
篇是“民生政策”，102页，占了全书的一大
半，从农林水、精准扶贫、教科文、社会保
障、公共卫生与人口均衡、大众创业与万
众创新、 节能环保 7 个方面进行了解读，
包括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易地扶贫搬迁、
各阶段教育经费保障政策、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就业补助、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 63项民生政策。

“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
断的新起点。 ”省人大代表欧阳刚说，政
府预算编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为
了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 让老百姓在
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他注
意到，《2016 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 的民
生政策篇， 在每项民生项目后面都清晰
地列出了政策文件依据，“每项支出都有

依据。 ”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吹响了脱贫

攻坚战的冲锋号，并要求省级财政相应增
加扶贫资金投入。 省人大代表尹志安发
现， 今年预算大幅增加了精准扶贫的投
入。 其中，预算新增安排脱贫攻坚专项资
金 20 亿元； 按照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规
划，分步发行 78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整合各相关转移支付资金， 对接国开行、
农发行专项建设基金和长期低息贷款，统
筹推进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扶贫搬
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精准扶贫方略。
他说，这在财政收支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实
属不易，发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
烈信号。

透明预算，一目了然。 省人大代表付
爱华认为，近两年，政府预算统筹力度越
来越大，公开范围越来越广，主动接受人
大监督、 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真正体
现了公共财政的理念， 有利于规范政府
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
监督，从而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
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

我省从 2007 年起，建立
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政策体系， 不断丰富资助内
容，逐步扩大资助范围，适时
提高资助标准， 已经实现了
资助政策从学前教育到研究
生教育阶段的全覆盖。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2016 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图解了七大类 63 项民生政策，这是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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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知道钱从哪里来，也知道用到哪里去”3.

“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4.

2016 年全省全口径政府预算收入预计 6398 亿元，
其中省级 1376.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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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7 日，省人大代表向长江、奉稳香讨论政府
预算草案。 欧阳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