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 意味着破旧立新，意
味着要“动奶酪”。

越是艰难越向前！ 我省从预
算改革这一“龙头”开始，省政府
出台《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 牵住财税体制
改革的“牛鼻子”，牵引全面深化
财税体制改革迈向纵深。

作为公共财政的基石，预算
是财政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我省财政收入连年增长，但也面
临着“成长的烦恼”：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求越来越大，民生保障的
标准越来越高，“钱不够花”将是
一个永恒的矛盾。 加上经济发展
减速换挡， 结构性减税力度加
大，财政收入增速回落，而社会
保障、 教育等民生支出刚性增
长。 通过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管
好用好政府“钱袋子”，把花钱的
权力关进预算制度的“笼子”里，
更好地保障民生支出。

预算“全口径”。 落实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加强政府全口径预
算决算审查监督的决定》， 推进
全口径预算管理，将政府全部收
入和支出纳入预算，建立包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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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预算在内的全口径预算体系，
确保“四部预算”之间相互衔接
和资金统筹， 实现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预算全覆盖，提高财政
资源配置效率。 2015 年，我省将
11 项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
预算，2016 年再增加 5 项，2017
年又将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
费等 3 项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
算，统筹安排相关支出，转列一
般公共预算的基金共计达到 19
项。 同时，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力度，
2017 年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
安排 2 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调入比例达到 32.8%，比上年提
高 3.9 个百分点， 超额完成了当
年 21%的调入目标任务。

专项“大瘦身”。 专项资金是
用于落实中央和省战略规划、重
大决策部署和政策目标的资金。
在专项资金管理上，省财政列出
专项资金分配的负面清单，划定
支出底线；实行“一个专项，一个
办法”，先定办法，后分资金，大
幅压缩自由裁量权，减少资金分
配随意性； 运用绩效评价结果，
先后调整压缩了一批绩效评价
不高、 管理滞后的省级专项资
金。 通过连年“瘦身”，省本级专
项资金已由之前的上千项压减
到 2015 年的 98 项，2016 年又
压减到 82 项。 2017 年，省级专
项资金进一步“瘦身”到 78 项，
资金总规模 292.1 亿元。“瘦身”
之后，专项迈向“专而精”，聚焦
主要目标， 确保集中财力办大
事。 同时，加快专项资金预算执
行， 推动财政资金直达终端需
求。 今年，省级专项资金数量再
次压减至 75 项， 并着力推进专
项资金深度整合，重点解决“大

专项套小专项”、 资金条块分割
等问题。

绩效“可评价”。 钱花出去
了，效果如何？ 省财政扎实推进
预算绩效管理，对支出绩效给予
“好评” 或“差评”， 实现 3 个
“全”，即“覆盖全部财政性资金，
贯穿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
程， 在省市县各级政府全面实
施”，做到“花钱必问效”。
在财政部全国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考核中，
我省连续 5 年获
得一等奖。 2018
年是省级专项
资金第一轮
执行期满的
时间节点，
省财政将
根据专项
资金近 3
年（2015
年
-2017
年）使用
管 理 情
况 以 及
2018 年
预算执行
进度实行
整体绩效评
价， 评价结
果与专项资金
存设直接挂钩。
整体绩效评价不
高、分配散小、管理
滞后的，也就是获“差
评”的，相应取消或压减
专项资金规模； 对预算执行
快、资金使用集中度高、整体绩
效好的专项， 将予以积极支持，
适度扩大专项规模。

监督“全链条”。 加强预算审
查监督， 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
定职权，是替纳税人看紧政府“钱
袋子”的重要途径。省财政积极对
接， 支持实施省人大预算联网监
督，目前已开放部门预算、预算执
行、国库集中支付、转移支付等 7
个管理系统， 主动接受人大全程
监督审查。 2017年 12月 7日，省
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正式开
通。轻点鼠标，省人大及其常委会
就可实时了解预算资金从申请、
审批到拨付、支出的全过程，将监
督环节由事后监督调整为“事前
审查批准、事中监督提醒、事后监
督问责”的全程监督模式，从根本
上改变以往人大预算监督侧重于
事后监督的不足， 实现监督环节
“全链条”覆盖。

评审“挤水分”。 探索建立部
门预算项目投资评审制度，推进
项目支出预算标准体系建设，出
台了《湖南省省直机关物业费预
算支出标准》和《湖南省省直机
关园林绿化项目预算支出标
准》，进一步理顺投资评审职能，
拓宽投资评审范围。 5 年来全省
共完成投资评审金额 11566 亿
元，综合审减率达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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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
重要支柱， 财税体制改革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先行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 根据中
央关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
大部署 ，省委 、省政府出台 《关
于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意
见 》，紧密结合省情实际 ，真抓
实干、稳扎稳打，推动财税体制
改革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全面
深化。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多次对财税体制改革工
作进行调研、指导，推动改革进
入施工高峰期。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省财
政厅成立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领导小组， 厅党组专门研究
部署财税改革重大事项，以“抓
铁有痕 、踏石留印 ”的作风 ，有
序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各项举措
落实落细、落地生根。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实现新
突破，税制改革取得新进展，财
政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站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历史起点， 湖南现代财政制度
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部分
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推动湖南
财税体制改革迈入全国 “第一
方阵”。

一、预算管理改革实现新突破
把花钱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二、税制改革取得新进展
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做好“蛋糕”

我省通过减税清费，激活了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 1 月 8 日，湖
南省工业机器人产业示范园区陈列大厅，长沙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
生产的“长沙一号”机器人。 童迪 摄

2017 年，我省首先在水利领域探索划分
省与市县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 确保水利工
程建设管理良性运行。 图为我省在建的最大
水利工程———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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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落实中央部署， 扎实
推进税制改革， 力争形成有质
量、 可持续的收入稳定增长机
制， 促进财政收入总量质量双
提升。 也就是说，既要做大“蛋
糕”，也要做好“蛋糕”。

环保税“落地”———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大气
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
适用税额的决定。 我省从 2018
年起征收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
物环境保护税， 同时不再征收
排污费。其中，应税大气污染物
适用税额拟为每污染当量 2.4
元， 应税水污染物适用税额拟
为每污染当量 3 元。 省财政厅
党组书记、厅长石建辉介绍，征
收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
保护税，是对 201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税法》的具体落实。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
为， 我省拟定的应税大气污染
物和水污染物具体适用税额，
统筹考虑了我省环境承载能

力、污染物排放
现状和

经

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有
利于增强税收对污染物排放的
约束力， 促进企业建立和完善
污染物排放治理机制， 对于保
护和改善环境、 减少污染物排
放、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具有重要意义。

减税清费“降负”———
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我

省“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
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
服务业等全部行业， 新增不动
产纳入抵扣范围。 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因增加进项抵扣实现
全面减税； 一般纳税人的
认定门槛提高至 500 万
元，小规模纳税人的覆
盖范围明显扩大，占
“营改增”纳税人总
户数接近 90%，税
负普遍下降较多。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底，全省
“营改增” 试点
累计为企业减
轻税负 200 多
亿元。

2017 年，我省落实一系列
税收优惠政策，提振实体经济，
促进转型升级。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对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费用在
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的比
例，由 50%提高至 75%，鼓励企
业重视研发，提升创新能力；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
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按 17%税
率征收增值税后， 对其增值税
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
即征即退政策……

清理规范收费项目， 为实
体经济“松绑”。 从 2017 年 4
月 1 日起，我省取消和停征房
屋转让手续费等 29 项行政事
业性收费，取消城市公用事业
附加和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
金。 2017 年与 2012 年相比，
我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由 167
项减至 36 项， 政府性基金由
25 项减至 11 项。同时，对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实
行目录清单管理， 动态更新，
及时向社会发布，提高了收费
透明度。

合理划分各
级政府间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是政府
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
和保障， 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的重要内容， 是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
需要。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 省委、
省政府决定先在水利领域探索
划分省与市县财政事权与支出
责任。

省社科院公共政策专家周
湘智认为，率先在水利领域“试
水”财政体制改革，意义深远。湖
南是水利大省，洪涝灾害发生频
繁，水利工程建设点多面广，其
中洞庭湖是全国治水重点难点。
全省水利财政事权错综复杂，水
利建设与运行管护机制的矛盾
日益凸显，尤其是各级政府的水
利财政事权不明晰，支出责任不
明确，影响水利项目的安排、建
设、管养、维护，严重制约水利事
业长远发展。

周湘智说， 选择水利领域
率先改革， 有利于破解水利建
设管理中存在的省市县三级财

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模糊不清的
难题， 有利于建立省以下政府
间水利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更
加统一、 规范、 透明的划分规
则， 为其他领域推进此项改革
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2017 年 7 月，经省政府同
意，《湖南省水利财政事权与支
出责任划分办法（试行）》（简称

“《办法》”）出台。《办法》对省及
省以下政府间水利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进行了调整改革，旨
在建立统一、规范、透明的水利
投入省级财政支出责任和奖补
政策， 确保全省水利工程建设
管理良性运行。

《办法》由省财政厅、省水
利厅牵头制订， 历时近 3 年完
成， 是我国以省政府名义出台
的水利财政事权改革的第一个
文件， 也是我省行业财政事权
改革的第一个文件。 这标志着
我省水利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取得突破性成果，也
为省直其他部门推行此项改革
提供了可参考的模板。

推进省与市县“确权”，就
此“破冰”。在交通运输领域，我
省也已启动前期工作， 开展交
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

任划分专题调研，争取 2018 年
出台具体实施意见。 省以下法
院、 检察院财物省级统管取得
阶段性进展，278 家省以下两
院纳入省级预算管理。 2018
年，省财政还将在教育、医疗卫
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推进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完善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建
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
衡的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

大潮奔涌逐浪高。 据不完
全统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
委、 省政府及省财政部门共出
台财税体制改革文件 26 个，其
中以省委、 省政府名义印发的
改革文件 9 个， 以省财政部门
名义印发的改革文件 17 个。财
税领域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
体框架基本确立， 改革正以壮
阔景象推向三湘四水。

改革永远在路上。 全面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 省财政将不折不扣落实
好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各项改
革部署，在更细、更准、更实、更
深上下功夫， 使改革的质量更
高、效果更好，人民群众更有获
得感、幸福感。

三、财政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
省与市县“确权”，逐步理顺省以下财政体制

▲2017 年 3 月 30 日 6 时 40 分，一架从韩国仁川
机场起飞的空客 A330 飞机降落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第二跑道，这是该跑道降落的首趟航班。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