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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2019年中央部门预算集中向社会公开——

管好钱袋子 晒出明白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 公开时间比去年提前，公开部门由去年的89个增加到102个

● 中央部门公开重点项目绩效目标由去年的36个扩大至50个

● 下一步可把提高预算公开深度作为重要抓手

首个促进行业发展指导意见出台——

旅游演艺迎政策东风
本报记者 张 雪

这些犯罪前科可一键查询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日前，广东首个“未成年被害人已决案件查询
系统”引发热议。这一做法通过互联网方式，将性
侵、拐卖、拐骗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资料公之
于众，涉未成年人行业通过“一键查询”就可分
辨，从而实现相关人员“从业禁止”。针对网友关心
的问题，本期主持人予以解答。

问：未成年被害人已决案件查询系统有何功能？

主持人：据介绍，这套系统涵盖了过去 3 年已
判 决 的 性 侵 、 拐 卖 、 拐 骗 未 成 年 人 的 被 告 人 资
料，只要一点鼠标就能回答涉未成年人岗位的用
人部门这些人可不可以从事容易与未成年人接触
的工作。

据了解，检察机关还将推动与教育、人社、城
市管理等部门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严格涉未成年人
行业的入职审查、品行评估程序。这套系统还会不
断更新案件和模块，通过不同类别的数据对已决案
件作出分析、研判，找出涉未成年人行业中的制度
缺失，防范犯罪发生。

问：如何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

主持人：近年来，性侵、拐卖、虐待、伤害未成年
人犯罪持续多发，检察机关对此类犯罪依法严惩。

针对校园暴力案件，明确成年人遇到未成年人
欺凌弱小，劝阻无效，可以对正在施暴者实行正当
防卫，不应视而不见、路过不管。对未达到刑事责
任年龄的，检察机关会同相关部门约束教育、严加
矫治。

问：相关犯罪人员“从业禁止”期限为多长？

主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十七条规
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
要求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者，法院可根据犯
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
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 3 年
至 5 年。例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名师家
教”邹明武性侵女生案公开宣判，邹明武因犯强奸
罪、强制猥亵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零 6 个月，剥夺政治权利 2 年，并被禁止自刑罚执
行完毕或假释之日起 5 年内从事与未成年人相关的
工作，该案是北京法院首例对性侵未成年人的被告
人宣告“从业禁止”案件。

（本期主持人 李万祥）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关于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我国首个促进旅游
演艺发展的文件。《意见》提出，到2025年旅游演艺市场
繁荣有序，发展布局更为优化，涌现一批有示范价值的旅
游演艺品牌，形成一批运营规范、信誉度高、竞争力强的
经营主体。

近几年，我国旅游演艺发展风生水起，涌现了一大批
旅游演艺项目，受到了市场和游客的青睐，旅游演艺成为
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典型业态之一。

据统计，过去几年是我国旅游演艺快速发展期。从
2013年到 2017年，我国旅游演艺节目台数从 187台增加
到268台，增长了43%；旅游演艺场次从53336场增加到
85753 场，增长了 61%；旅游演艺观众人次从 2789 万人
次增加到6821万人次，增长了145%；旅游演艺票房收入
从22.6亿元增长到51.5亿元，增长了128%。

文化和旅游部政策法规司副巡视员周久财表示，与我
国丰富的文化资源相比，旅游演艺的规模种类还不够多；
与蓬勃发展的文化和旅游产业相比，旅游演艺的潜力还需
进一步挖掘；与日益提升的文化和旅游消费需求相比，旅
游演艺水平还需要不断提高。

周久财介绍，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意见》 强
调要提升创作生产水平、推进业态模式创新、壮大演艺经
营主体，并明确了一系列政策方向。随着大众旅游时代蓬
勃兴起，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优质旅
游的需求持续增长，推动旅游演艺不断向专业化、品牌
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意见》 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惠
民服务。如鼓励各地采购民营经营主体制作的优秀剧目，
纳入有关艺术节、市民文化节、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采购
会、公共文化配送菜单。”周久财说。

规范有序是发展旅游演艺的重要基础。《意见》 强调
要加强节目内容审核、加大市场监管力度、牢牢守住安全
底线，并有针对性地明确了政策界限。

专家认为，今后旅游演艺的发展空间依然很大。可以
看到，此次《意见》明确了一批支持旅游演艺发展的政策
措施。在财税政策方面，提出支持在旅游演艺领域推广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模式；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条件的旅游演艺企业经认定后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企业
发生符合条件的创意和设计费用依法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
策。在投融资政策方面，提出积极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及各类投资机构投资旅游演艺项目；鼓励金融机构开展旅
游演艺产品版权质押融资业务，探索开展旅游演艺项目收
益权质押融资业务。

公开为常态 不公开为例外
曾金华

当前，国家实施更大规模

减税降费，会给财政带来压

力，各部门大力压减一般性支

出、“三公”经费，无疑是节用

裕民之举，用政府收入的“减

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

和市场活力的“乘法”

公开时间提前、公开部门增加、绩效

目标增多等一系列特点，反映出中央部

门“账本”越来越透明，公众能够更好地

监督政府“钱袋子”。

公开透明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特

征，是建设阳光政府、责任政府的需要，

预决算公开是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预

算“账本”不仅仅是数字，其背后反映的

是政府一系列活动，尤其是贯彻落实国

家重大政策的情况。

做好部门预算公开工作，进一步提

高财政管理透明度，对于强化社会监督，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促进透明政府、廉洁政府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近年来，特别是2015年新预算法

实施以来，我国在推进预决算公开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

开为例外，依法依规公开预算。

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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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加大预算公开改革力度，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应该说，这次中

央部门预算公开切实贯彻了党中央、国务

院的部署要求，通过更加透明、规范的预算

公开，让人民更好监督政府行为，让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

在预算公开中，各部门积极回应群众

关切，重点说明党中央、国务院有明确要

求、社会公众较为关注的支出事项。比

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各级政府

要过紧日子”“一般性支出压减 5%以上、

‘三公’经费再压减 3%左右”，各部门相应

对“三公”经费等情况作了说明。当前，国

家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会给财政带来

压力，各部门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三

公”经费，无疑是节用裕民之举，用政府收

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

场活力的“乘法”。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治理

方式的深刻变革。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

央部门预算公开体现了“全面实施绩效管

理”的要求，中央部门公开重点项目绩效

目 标 个 数 由 去 年 的 36 个 扩 大 至 今 年

50个。

政府不能乱花钱，必须优化支出结

构，确保重点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避免资金浪费。扩大绩效目标、绩效自

评结果和重点绩效评价结果随同中央

预决算向全国人大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有利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常态化、规范

化和法治化，提高财政资金使用透明

度，促进社会监督。

需要指出的是，预决算公开主体既

包括中央部门，也包括地方各级政府和

部门。从财政部去年底发布的2017年度

地方预决算公开度排行榜看，地方预决

算公开状况持续向好，但部分地方预决

算公开仍存在薄弱环节，一些问题不可

忽视。比如，仍有少数部门和单位未公

开预决算，部分地方公开内容的完整性

和细化程度仍有待提高。

下一步在做好中央部门预决算公开

的同时，各级政府和部门应该切实贯彻

执行预算法，进一步做好预决算公开工

作，提高预决算公开的完整性、规范性和

及时性，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强化预算约

束、规范政府行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

4 月 2 日，2019 年中央部门预算集
中向社会公开。今年公开时间比去年提
前 11天左右，且公开的中央部门由去年
的89个增加到102个。今年中央部门晒
出的“账本”有何特点？确立了怎样的预
算绩效目标？“三公”经费压减如何？对
此，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了财
政部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

做到看得懂能监督

中央部门“账本”长啥样？财政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中央部门公开部
门预算包括收支总表、收入总表、支出总
表、财政拨款收支总表、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一般公
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表8张报表，全面真实反映部门收
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据了解，除法定涉密信息外，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
目，其中的基本支出公开到经济分类款
级科目。各部门在公开预算报表的同
时，还对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国有
资产占有使用、预算绩效、提交全国人大
审议的项目等情况作出说明，对专业性
较强的名词作出解释。

“为使公众找得到、看得懂、能监督，
各部门的部门预算除在本部门网站公开
外，继续在财政部门户网站设立的‘中央
预决算公开平台’集中公开，方便人民群
众监督政府财政工作。”财政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

4月2日上午，财政部率先公布了部
门预算。公开内容包括财政部概况、财
政部 2019 年部门预算表、财政部 2019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及名词解释 4 部
分。情况说明部分也十分详细，包括财
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总体说明、一般公
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一般公共预
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三公”经费预算
情况说明等九部分内容。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认为，
今年公开部门预算的中央部门数量增
加，公开的内容更多更细致，说明我国财
政管理透明度进一步提升。预算公开程
度越高，公开得越细致，对资金的使用部
门而言就会形成更大的约束力，进而推
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大项目预算的
公开力度，2019 年列入《中央部门预算
草案》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的项目
共50个，较去年增加14个。在公开部门
预算时，相关部门向社会公开了这 50个
项目的情况。如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
合改革项目、交通运输部长江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二期工程项目、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
科研设施专项业务费项目等。公开的项
目内容包含项目概述、立项依据、实施主
体、实施方案、实施周期、年度预算安排、
绩效目标和指标等。

“加大重点项目预算公开力度，是增

加中央部门预算公开深度的一个重要抓
手，有助于让大众和新闻媒体进一步监
督这些项目的执行和绩效，让人民全程
监督政府行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德
华说。

绩效管理再进一步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中央
部门公开重点项目绩效目标的个数由去
年的 36 个扩大至今年 50 个。公开的绩
效目标内容主要包括：项目中期目标和
年度目标，具体的绩效指标，如产出的数
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社会效益
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等。

“绩效目标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基
础，也是预算执行绩效监控和事后绩效
评价的重要依据。2019 年中央部门公
开绩效目标的数量进一步增多，标志着
中央财政在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方面又
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财政部有关负

责人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通过
公开项目绩效目标这一手段，强化部门
责任意识，督促资金使用单位加强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中央政策
落实“不跑偏、不走样”。

据了解，文化和旅游部国家艺术基
金项目 2019 年拟安排该项目政府性基
金预算 80000 万元，主要用于资助艺术
创作生产、传播交流推广、人才培养等支
出。包括资助一批正能量突出的现实题
材作品，培养一批艺术骨干人才、青年人
才作为后备力量，组织国家艺术基金滚
动资助作品巡展、巡演，发挥项目示范作
用，促进艺术创作与艺术活动的进一步
活跃。

民政部 2019 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
的项目 88 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54063.73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1599 万元；纳入绩效评价试点的项目
2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065万元。

中华全国总工会 2019 年实行预算
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45个，涉及一般公
共预算 194077.94 万元，当年项目绩效

目标管理全覆盖。2019 年纳入重点绩
效评价项目 2 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176430万元。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研究员童
伟表示：“绩效目标是预算绩效管理中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整个预算绩
效管理的起点、基础和前提，对于预算编
制、预算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的开展具
有重要作用。公开预算绩效目标，有助
于推动各部门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的统筹决策水平，更加关注资金的使用
效益。”

压减经费过紧日子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各
级政府要过紧日子”“一般性支出压减
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 3%左右”，
各部门相应对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
支出等情况作了说明。据了解，纳入中
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
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
接待费。

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税务系统“三
公”支出压缩情况如何？据了解，国税地
税机构合并后，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
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
体制。国家税务总局为中央财政一级预
算单位，纳入国家税务总局2019年部门
预算编制的预算单位有：国家税务总局
机关，国家税务总局派出机构、直属事业
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各地（市、州、
盟）税务局、各县（市、区、旗）税务局等共
4421个预算单位（含汇总单位）。

全国税务系统 2019 年安排“三公”
经费预算压缩因公出国（境）费 230.5 万
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5311.05 万元、公务
接待费 9607.2 万元，确保机构合并后税
务系统“三公”支出进一步压缩。

今年，各部门进一步压减了“三公”经
费。比如，财政部2019年“三公”经费预
算 比 2018 年 减 少 247.04 万 元 ，压 缩
4.34%；2019 年外交部“三公”经费预算
9247.91 万元，较 2018 年减少 533.32 万
元，下降5.45%；2019年司法部“三公”经
费 财 政 拨 款 预 算 为 1170.63 万 元 ，比
2018年预算减少35.68万元，降低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9 年“三公”
经费预算比 2018 年预算减少 11.73 万
元，下降3%。

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三公”经费预
算比 2018 年减少 46.40 万元，下降 3%；
国家统计局 2019 年“三公”经费预算较
2018年减少283.22万元，下降3%。

“下一步，可以把提高预算公开深度
作为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工作的一个重要
抓手，社会各界也应进一步加强对预算
公开信息的关注，提升监督能力。总之，
做好部门预算公开工作，提升财政透明
度，需要方方面面的合力，需要各方面持
之以恒共同推动。”汪德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