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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央部门决算公开
的第五年。五年来，政府财政信
息公开正朝着规范、统一和细化
的方向不断加大力度。但必须
看到，规范政府花钱绝非“一纸
公开”能解决问题，当前政府花
钱依然存在不少违规违纪现象，
也凸显进一步推进公开和深化
预算改革的必要性。

审计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最新审计报告显示，当前中央
各部门在“三公”经费、会议费等管
理使用中仍存在不少违反财经纪
律的问题。如因公出国方面，卫
计委、贸促会等5个部门和单位的
8个团组擅自更改行程或境外停
留时间；公务用车和接待方面，科
技部、文化部等 33个部门和单位

长期占用其他单位车辆；工程院、
商务部等10个部门和单位超标列
支公务接待费等。

白景明指出，审计中发现的
很多问题，最终反映出部门法律
意识的单薄。新预算法的实施，
对于规范政府花钱实际上是从
法的角度树立了严格要求。当
前关键是落实好新预算法的各
项要求，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公
开力度，同时要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从预算编制到执行，不
能要钱的时候着急，花钱的时候
就不急，要从完善制度的层面继
续强化管理。

胡怡建说，推进预决算公开
是政府公信力的体现，也是深化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体现。近

些年来，政府信息公开，尤其是
财政信息公开的力度不断加大，
越来越多百姓关心的内容纳入
公开范围，接受社会的检验，应
该说政府从被动公开向主动公
开转变、主动接受监督、社会共
同参与的氛围正在形成。

而针对当前财政收入增速
的放缓，胡怡建也强调，随着中
国财政收入转入中低速增长，客
观上要求提高财政资金的有效
利用；政府花钱的背后是政府做
事，随着公开的不断深入，会倒
逼减少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对
市场的干预，引导政府做该做的
事情，从而推进政府简政放权，
进一步转变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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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花钱仍存违纪 提高公信力预算改革待深化

既要晒“细账”
更要向百姓交出“明白账”

——聚焦2014年中央部门决算公开

今年是新预算法实施的第一年，继今年 4月中央各
部门依照新法要求公开 2015年中央部门预算后，7月 17
日，中央各部门又迎来了公开 2014年部门决算的日子。

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新预算法规定，政府预决
算信息未按规定公开或作出说明，将被追究行政责任。
作为中央政府向社会公开部门决算的第五年，今年公众
不仅关心各部门“亮细账”有多少亮点，更关心不断细化
的“账本”背后政府支出是否花得“明明白白”。

新预算法对财政预决算信息
公开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如明
确提出要对机关运行经费的安
排、使用情况以及政府采购情况
等重要事项做出说明。

记者注意到，17日各部门公
开的信息中，出现了诸多新数据，
包括政府采购支出、机关运行经
费和国有资产占用等情况，各部
门发放人员工资福利等数据也一
并对社会公开，凸显公开力度“再
加码”。

如 17 日率先公开“账单”的
中国记协，其决算报告显示去年
该机构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449.76
万元，相比 2013 年减少 40 万元，
减少 8.17％；政府采购支出 255
万元，其中政府服务采购支出

220 万元；在工资福利方面共花
费 608万元。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今年
各部门公开的机关运行经费是指
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
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
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
办公及印刷费、差旅费、会议费、
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及一般设备
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取暖
费、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等。

此外，首次对外公开的各部
门政府采购支出，按照采购货物
支出、采购工程支出和采购服务
支出分别列示。

“会议费、培训费等行政经
费、政府采购信息等都是社会上

非常关注的政府支出内容，也是
对政府花钱质疑比较多的地方。”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说，向
社会公开这些领域信息，能帮助
公众更好监督政府的行政开支是
否合理、有限的财政资金是否得
到有效利用。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
说，这些新增领域的公开显示今年
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也是落实新
预算法规定的重要举措。以政府
采购为例，目前我国年政府采购资
金规模已近 2万亿元，今年 4月中
央部门已率先公开了政府采购的
预算安排情况，今后年中也会公开
决算情况，通过预算公开、合同公
开以及决算公开，政府采购全过程
的公开机制正在建成。

机关运行、政府采购、工资福利等支出首次亮相

中央各部门“三公”经费一
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记者浏
览各网站发现，和往年相比，今
年各部门都在“三公”经费注释
说明下功夫，在以往公开出国

（境）团组及人次、公务用车购置
数及保有量的基础上，首次公开
公务接待费相关的批次及人数。

如农业部公布其去年公务
接待费为 929.87 万元。其中，外
事接待支出 331.76 万元，共接待
426批次、3075人次；国内公务接
待支出 598.11 万元，共接待 7150
批次、55598人次。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公车改
革的推进带来了公车费用的减
少。如国家工商总局，去年公车

经费实际支出 504.49 万元，比预
算减少了 33.92 万元，而且全部
都是养车费用，购车费用为零。

今年各部门还首次公开了
国有资产占用情况，其中重点列
出了各部门不同层级和用途的
公车数量。

如审计署，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部门共有车辆 193
辆，其中部级领导用车 24 辆、一
般公务用车 169辆。再如农业部
共有车辆 4010辆，其中部级领导
用车 34 辆、一般公务用车 1959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1065 辆、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369 辆、其他
用车 583辆。

白景明说，从各部门公开的

信息看，政府在“三公”晒细账上
又迈出一步。因为每个部门和
单位的规模和职能不同，“三公”
支出不能只单纯对数字进行比
较。但不断扩大的公开范围和
越来越细化的数字综合在一起，
就能告诉百姓政府明明白白的
支出，这也是公众监督越来越有
力度的体现。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4年，中
央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合计 58.8
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16.2
亿元，比预算数减少3.56亿元，下
降 18％；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35.99 亿元，减少 5.28 亿元，下降
12.8％；公务接待费 6.61亿元，减
少3.87亿元，下降36.9％。

公务接待首次亮出“细账”多部门公车购置费为零

■ 新华社记者 韩洁 何雨欣 申铖

国 务 院 办
公厅 17 日公布
关于支持戏曲
传承发展若干
政策。中央财
政支持优秀戏
曲剧本创作、文
化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对基层
戏曲院团给予
资金支持、落实
税费优惠政策、
通过政府购买
组织院团到农
村演出、鼓励为
戏曲院团免费
或低价提供排
练 演 出 场 所
……一系列“真
金白银”的扶持
政策，令戏曲界
倍感振奋。

近年来，观众锐减、市场
萎缩让不少基层剧团步履维
艰。陕西省周至县剧团是陕
西省发展比较好的剧团，年
演出 800场，演员收入每月不
足千元。

着力解决戏曲院团尤其
是基层院团“差钱”的问题，
此次政策从支持剧本创作、
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到购置
更新服装、乐器、灯光、音响，
都作出明确规定。还鼓励和
引导社会力量支持戏曲表演
团体。

政策明确，继续安排资
金支持京剧、昆曲保护与传
承。实施地方戏曲振兴工
程，加强地方戏曲保护与传
承，振兴戏曲艺术，并将其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三五”规划。中央财政对老
少边穷地区地方戏曲保护与
传承工作予以支持。

政策要求，实施戏曲剧
本孵化计划，文化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将对戏曲企业的优
秀戏曲剧本创作项目予以支
持。中央财政支持开展“三
个一批”优秀戏曲剧本创作
扶持，通过“征集新创一批、
整理改编一批、买断移植一
批”，调动全社会戏曲剧本创
作积极性、主动性。“‘剧本，
剧本，一剧之本’，此言道出
了剧本在戏曲艺术中的重要
性。”中国剧协副主席罗怀臻
说，“加大对戏曲剧本创作的
扶持力度，乃是抓住了戏曲
艺术繁荣的根本，抓住了戏
曲艺术向前发展的内在驱动
力。”

中央财政“出手”
解决“差钱”问题

四川省川剧院共有编制 300人，其中 110人为退休人
员，45 岁以上的人员占 30％，30 岁以下的年轻演员只有
不到 10％。随着老艺人不断去世，一些传统戏曲艺术精
髓无人传承。

这并非个案。目前，地方戏曲在人才传承上困难重
重— —缺乏专门培养地方戏曲人才的戏校、毕业生就业
困难，演员“青黄不接”、领军人物匮乏，创编、管理、研究
人才急缺。

此次政策以很大篇幅就“完善戏曲人才培养和保障
机制”作出规定，如“对中等职业教育戏曲表演专业学生
实行免学费”“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切实落实大中专戏曲
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

“戏曲的特点在于有流派程式，这些都附着在大师、
前辈的身上，所以除了学校的共性培养，还要有师傅带徒
弟的个性的、特殊的培养。”中国剧协驻会副主席季国平
说。

对此，政策明确，实施“名家传戏——戏曲名家收徒
传艺”计划；建立戏曲院校青年教师与戏曲艺术表演团体
青年骨干“双向交流”机制等。

另外，政策将转制为企业的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和民
营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纳入职称评审范
围，还就切实保障戏曲从业人员社会保障权益作出明确
规定。

鼓励名家收徒传艺
中等职业教育戏曲表演专业免学费

目前，很多剧团特别是基层院团没有自己的剧场和
排练场，一些原有剧场因被占为他用、年久失修等无法使
用。而新建剧场，又往往因租金过高、使用时间受限令他
们望而却步。

改善基层戏曲创作生产条件，政策作出详细规定，
如“把简易戏台纳入村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范围”“在城
镇建设和旧城改造中，合理布局文化特别是戏曲演出空
间，注重保护利用古戏台，鼓励有条件的历史建筑、工业
遗址等，通过合理利用成为特色鲜明的戏曲演出聚集
区”。

政策还鼓励群艺馆、文化馆（站）等，通过资源共享、
项目合作等方式，为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免费或低价提供
排练演出场所；鼓励采取灵活的产权形式，或以政府购买
演出场所的演出时段、提供场租补贴等形式，帮助戏曲艺
术表演团体解决演出场所问题。

此外，政策还要求加大政府购买力度，根据当地群众
实际需求，将地方戏曲演出纳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组织地方戏曲艺术表演团体
到农村为群众演出。把下基层演出场次列为地方戏曲艺
术表演团体考核指标内容。

村村要有戏台
地方戏演出纳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无论是装置一流的戏曲剧场，还
是草台戏班的露天演出，坐在台下的观众多是花甲老人。

季国平说，近年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人们生
活节奏的加快，中国戏曲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观
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在流失。

此次政策对“加大戏曲普及和宣传”作出规定，要求
推动戏曲进校园，争取每年让学生免费欣赏到 1 场优秀
的戏曲演出；鼓励学校建设戏曲社团和兴趣小组，鼓励中
小学特聘校外戏曲专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担任学
校兼职艺术教师。

就扩大戏曲社会影响力，政策提出，实施优秀经典戏
曲剧目影视创作计划，鼓励电影发行放映机构为戏曲电
影的发行放映提供便利，发挥互联网在戏曲传承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鼓励通过新媒体普及和宣传戏曲。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培养年轻观众
每年让学生免费欣赏1场演出

■ 新华社记者 周玮 史竞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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