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湖南省政府预
算解读》 通过政策图解、数
据分析、 对比阐释等形式，
帮助省人大代表看懂政府
预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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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预算 阳光“账本”
———2018年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

�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我省认真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2018 年湖南省政府预算草案更加规范、透明、科学。

“透明预算，阳光‘账本’。 ”参加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省人大代表董顺钢，连日来认真研读 2018 年湖南省政府预
算草案后，连连点赞，“特别是这本《2018 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通过政策图解、数据分析、对比阐释等形式，让大家完全
可以看懂政府预算草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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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代表人民看紧政府的“钱袋子”，确
保该花的钱花好，不该花的坚决不花。

2018年湖南省政府预算，肩负着重要
使命：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
推进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统筹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聚力增效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全力支持打好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三大战
役，大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和转型升级，推
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为“省级账本”，2018 年湖南省政

府预算报告包括 3 份文件：《关于湖南省
2017 年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8 年预算草
案的报告》《湖南省 2017 年预算执行情况
与 2018 年预算草案》《湖南省 2018 年省
级部门预算草案》。

为进一步做好为省人大代表审查预
算的服务工作，省财政厅与省人大财政经
济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一道， 编写了《2018 湖南省政府预算解
读》， 发放到每位省人大代表的驻地宾馆
房间，供省人大代表审查政府预算草案时
参阅。 此外，《预算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汇
编》也作为参阅资料提供给每位省人大代
表。

《2018 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设“财税
改革”“预算数据”“民生政策” 三大篇，详

细解读财税改革如何向纵深推进、政府的
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怎样让人民群众
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等人大代表关注的问题。

“大账看得懂，细账也看得清。 ”省人
大代表李国武翻阅《2018 湖南省政府预算
解读》发现，195 页的读本，几乎每一页都
有各种插图、图表，还有相应法律法规条
款、政策文件依据、资金安排情况等。 他
说：“这样就非常直观了，‘草案’ 不草，解
读‘解渴’。 ”

“‘草案’不草，
解读‘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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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改革多点突破、纵深推进，让基
层有了更多获得感。 ”看了《2018 湖南省政
府预算解读》， 省人大代表曾海南高兴地
说。

财税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行
军”。 2013 年以来，我省“四部预算”全面有
效衔接，预决算信息实现非涉密全公开，专
项资金深度整合取得长足进展， 政府规范
举债机制初步建立， 均衡与激励相结合的
转移支付体系不断完善，以“营改增”、环保
税“落地”为突破口的税制改革稳步实施，
“花钱必问效”制度化常态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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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第一篇
就是“财税改革”，从 10 个方面阐述了我
省财税体制改革的进展， 分别是： 税费改
革、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提高收入质
量、加快预算执行、全面推进预决算公开、
专项资金深度整合、 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
理改革、政府购买服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奖励、协调推进“互联网 + 监督”。

来自双峰县杏子铺镇双源村的曾海南
代表，对“协调推进‘互联网 + 监督’”很关
注。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
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 ” 省财政不断加强和改进财政监督管
理，深入推进财政内控制度建设，大力推进
预决算公开， 特别是统筹协调全省各级财
政部门配合省纪委推进“互联网 + 监督”
建设，实现了对财政民生资金的全方位、全
过程监督， 让财政资金在阳光下运行。
2017 年 11 月 14 日，湖南省“互联网 + 监
督”平台正式上线运行，通过民生数据大整
合， 政务信息大公开， 实现监督效率大提
升。 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关注“三湘 e 监
督”公众号后，即可进入湖南省“互联网 +
监督”平台。 民生资金、精准扶贫、村级财
务、政策文件、投诉举报等栏目映入眼帘，
任意逐级点开省市县三级平台的数据信
息，一笔笔惠民资金发放、精准扶贫情况、
村级财务明细、 政策文件宣传乃至举报途
径一目了然……

《2018 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的第二篇
是“预算数据”，分别从政府预算体系、财政
体制、政府预算报告、财政收入情况、财政支
出情况、近 5 年财政收支情况 6 个方面进行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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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复杂的财政数据加
以图表化描述， 让我们既知道钱从哪里来，
也知道用到哪里去， 更好地行使好审查、监
督的权力。 ”这是省人大代表盘晓红的体会。

作为蓝山县楠市镇中心小学教师，盘晓
红代表坚守山区和农村学校 20 多年， 长期
为农村教育发展鼓与呼。 翻阅预算数据篇，
盘晓红代表仔细查看 2017 年教育支出情
况。 在 2017 年全省 6857.7 亿元的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达 1110.3 亿元，占比
16%。省财政设立规模 15 亿元的“双一流”建

设专项资金，集中支持 12 所大学和 10 所高
职院校启动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 大力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高职院校生均财政拨款
提高到 1.2 万元。 建立完善生均公用经费制
度， 大幅提高普通高中学校经费保障水平。
全省投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资金 88.8
亿元，确保城乡学生享受同等免补政策。 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现 51 个贫
困县全覆盖，为 209 万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
助。 863 万名学生享受奖助学金、免学费、免
费教科书等政策资助，重点将建档立卡家庭
贫困学生纳入资助范围。

“看懂预算数据，才能看紧‘钱袋子’，确
保把钱花在‘刀刃’上。 ”盘晓红代表说。

1 月 25 日下午， 今年连任省人
大代表的奉吻香，在审查预算报告后
说：“与往年相比，今年预算草案更加
细化和规范了。 ”

这背后是我省预算编制工作的
逐年完善、逐年细化。

预算草案不仅要全面完整，还要
尽量做到直观清晰。省财政今年进一
步调整优化了预算草案报表体系。一
是内容更翔实。 预算草案报表由
2016 年的 27 张增加到 2017 年的
32 张后，2018 年再增加 15 张，达到
47 张。 二是体系更直观。 按照“总 -
分”形式，先列总表，反映全貌，逐项
报告地方收入、中央补助、债务收入
等各项收入来源，当年支出、上解中
央支出、债务还本支出等各类支出去
向；再对照预算法规定，翔实报告需
说明的事项，通过收支科目明细表细
化反映。 三是维度更清晰。 如省对市
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分科目、分
地区、分项目增列报表，从 3 个维度
全面反映。

收入预算编制也更加细化。
2018 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进一步细化到了具体行业， 如 2018
年本年利润收入 3.8 亿元，细化为教
育文化广播企业 1.1 亿元、钢铁企业
0.8 亿元、投资服务企业 0.8 亿元、建
筑施工企业 0.6 亿元等。

在进一步完善报表体系、增添相
关表格的同时，经对报表内容深入分
析， 预算草案还对一些口径发生变
化、上下年度变动较大以及其他需要
报告的事项作了专门说明。 如，一般
公共预算总收入与地方收入的口径
差异、全省和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分科目变动较大的原因、政府支出经
济分类科目改革的新要求等，更加简
洁易懂。

《2018 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的
第三篇是“民生政策”，98 页，占了全
书的一大半，从农林水、脱贫攻坚、
教科文、社会保障、公共卫生、金融
发展、 节能环保 7 个方面进行了解
读，包括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生态公
益林补偿、村组组织运转保障、产业
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各阶段教育经
费保障政策、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政策体系、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待、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就业补助、农村金融基层服务
体系建设等 50 项民生政策。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体系， 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民生逐年
改善的过程。 ” 省人大代表董顺钢
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

有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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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起，普通高
中建档立卡贫困生免费教科书政策
范围由民族地区扩大至非民族地区
……

省财政坚持把民生作为优先支
出方向，合理确定民生保障项目和水
平，均衡政府、单位和个人负担，推动
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
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促进了社会和
谐稳定与经济平稳运行。2017 年，全
省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 70%左右，
主要投向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就业
社保、农林水、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
域。

与此同时，我省进一步压减“三
公”经费，省级“三公”经费 2017 年
执行数为 4.04 亿元， 比年初预算减
少 0.43 亿元，结余收回预算，统筹用
于民生。

这是我省民生保障和改善的持
续接力过程，诠释了省财政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财税
改革多点突破、
纵深推进”

2

3“看懂预算
数据，看紧

‘钱袋子’”

“今年预算
草案更加细化
和规范了”

5“保障和
改善民生， 没有
终点，只有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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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晚，省人大代表董顺钢研读《2018 湖南省

政府预算解读》。 童迪 摄

近五年财政收支情况

2012-2017 年湖南省一般公共预算
收支规模增长情况

湖南省水利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