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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政府府采采购购下下月月起起全全流流程程公公开开
以往不公开的采购需求、采购合同也将透明

不合格船舶

禁止从事渔业生产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任
磊磊 实习生 王怡雯） 自4

月1日起，《山东省渔业船舶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
式施行。《办法》确定了渔业船
舶属地管理，由以前的省市县
下延到乡镇、村。同时，规范了
船舶停靠办法，细化了进出港
签证管理制度，今后不符合国
家标准的水上漂浮物将禁止从
事渔业生产。

据介绍，我省现有机动渔
船 1 1 . 5 万艘，渔业从业人员
343 . 8万人。此前我省出台了多
部与海洋渔业相关的法律规
章，但是却没有专门的规范渔
业船舶的管理办法。此前，实施
的法规、规章一些内容已不适
应当前渔船管理的需要。

此前，我省渔船业缺少系
统的渔业船舶管理体系，一些
不具备技术条件和能力的单位
和个人从事渔业船舶修造活
动，导致渔业船舶质量得不到
保障。而由于没有明确的船舶
停靠规定，也造成了渔业船舶
随意停泊，扰乱了正常的渔船
管理秩序。我省渔业船员持证
率低，流动性大，省、市、县、乡、
村五级渔业船舶管理体系不健
全，船舶管理难度大。

济南现代职业

经理人协会成立

本报济南4月1日讯（记者
王晓慧） 日前，现代职业经

理人协会成立大会在济南召
开。协会是经民政部门批准的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将承担职
业经理人社会化考试测评和资
质认证，是中国职业经理人协
会的对口单位。

当日，大会通过了协会会
费收取与管理办法（草案）、协
会选举办法，投票表决产生了
第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山东
隆泰矿业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静文当选为会长，山东嘉林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滕林
行等5人当选副会长。

我省将推广

手机APP办税应用

本报济南4月1日讯（记者
韩笑） 记者从省地税局了

解到，我省将整合升级增值税
发票系统。健全12366纳税服务
平台，建立健全 12366操作规
范，建立网线互通、知识库兼
容、服务项目丰富的咨询服务
平台。完善网上办税功能，稳步
推广手机APP等移动互联办税
应用，为纳税人提供从“足不出
户”到“如影随形”的服务体验。
积极推广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等
多种电子缴税方式。

不少基层财政人员
对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
金有这样一些感受：“撒
芝麻盐”、“要钱不容易，
配套更费劲”、“打酱油的
钱不能买醋”……记者从
省财政厅了解到，针对专
项转移支付项目多、规模
大、使用分散等问题，去
年，山东加快推进转移支
付改革，省级专项转移资
金从2013年的243项压减
到 了 7 1 项 ，两 年 减 少
70 . 8%。

准备配套资金、逐级申请
上报、要来“打酱油的钱”不能
拿去“买醋”，管理多头、麻烦重
重，对于市县财政来说，来自上
级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真是让
人又爱又恨。

据记者了解，专项转移支
付项目多、规模大、使用分散的
问题由来已久。据省财政厅有
关负责人介绍，2013年山东省
有243项省级专项转移支付项
目，涉及到50多个部门和单位，
几乎每个政府部门都有专项，
有的部门甚至有十几项，不少
项目跨部门交叉重复。

记者采访了解到，专项资
金过多过于分散，不但存在资
金重复安排的问题，而且过于

分散的财政资金就像“撒芝麻
盐”，无法形成合力干大事儿。
不仅如此，弄虚作假、权力寻租
也是专项转移支付管理中的弊
病。

对此，从2013年开始，山东
加快推进转移支付改革，引导
财政资金退出一般竞争性领
域。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在
大力清理压减专项转移支付
上，山东采取“压减一批、结合
一批、调整一批、整合一批、下
放一批、并入一批”的办法，省
级专项资金从2013年的243项
压减到去年的99项，今年又进
一步压减到 7 1 项，两年减少
70 . 8%。

山东省财政厅预算处调研

员王元强告诉记者，除了大力
清理压减一批，对于保留的专
项，除了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等
按人头算账的据实结算资金，
其他专项资金的规模也统一压
减 10%，腾出的资金主要用于
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公共服
务支出。

山东出台的《省级财政专
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又给专
项资金的设立和管理定下杠
杠。比如，规定今后凡市场竞争
比较充分的领域，一律不再安
排专项资金；各级要在“十三
五”前大幅度压减或取消竞争
性领域专项；建立专项资金定
期评估和退出机制，设立执行
期限，期满自动撤销等。

压专项转方式保民生

山山东东转转移移支支付付不不再再““撒撒芝芝麻麻盐盐””
市场竞争充分领域不再安排专项资金

对于改革后仍需保留的专
项资金，如何才能使其更好地
发挥资金效益呢？记者从省财
政厅了解到，我省改变了专项
转移支付长期形成的层层报项
目、分资金的做法，按因素法切
块下达资金。其中，去年省级按
因素法分配的专项资金比例已
经达到了53 . 9%，市县财政在
统筹安排资金上更灵活了。

部分专项资金在使用上采
用竞争性分配的方法，比如自
主创新、小农水重点县建设等
专项，通过公开招标、专家评审
的方式，择优扶持、优中选优。
山东省财政厅教科文处副处长

牛红告诉记者，竞争性分配的
目的是“把更多的钱用在好项
目上”，集中资金通过竞争立
项、公开评审的方式评选出好
项目，支持重点产业方向。

据了解，去年我省安排资
金43 . 43亿元，采取竞争性分配
的方式，带动市县财政投入
11 . 69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和社
会资本投入1240 . 77亿元，重点
支持了自主创新、工业提质增
效升级、体育产业、文化产业，
以及现代农业生产、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农田排灌工程、
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等项目建
设。

对于教育、低保、公共卫生
等民生领域的转移支付手段，
山东也进行了分配方式的探索，
在转移支付的测算分配上，由户
籍人口扩展到常住人口，力求促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转移支付政策也能发挥激
励性的作用。据省财政厅预算
处调研员王元强介绍，今年，省
财政拿出了20亿元，用于实施
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把新增
转移支付和转方式调结构的成
效挂钩，按照各地服务业发展、
节能减排、城镇化建设等指标
完成情况进行分配，引导地方
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把更多的钱用在好项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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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④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韩笑） 随着“天价采购”、

“奢侈采购”事件的爆出，人
们对政府采购越来越关注。
自今年5月1日起，山东将公
开采购需求、采购文件、采购
预算、采购结果、采购合同和
验收报告六个重要方面的信
息，在全国率先尝试政府采
购信息“六公开”，以往不予
公开的采购需求、采购合同
等内容，也将透明化。

据了解，根据《山东省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管理暂
行办法》，我省自今年 5月 1
日起，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
业秘密的政府采购信息外，
全部按照规定的程序、方式
和时间向社会公开，其公开
内容包括了采购需求、采购
文件、采购预算、采购结果、
采购合同和履约验收六个
重要方面的信息。

通过政府采购信息“六
公开”，将向民众晒出财政
的“家底”。举例来说，现阶
段，采购预算只有部分项目
会在开标现场公开，而“六
公开”后，会在指定媒体上
于采购文件、采购公告中公
开，包括分包预算及相应金
额等信息都将一目了然，其
中公开招标的不少于20天。
采购文件由以往的向潜在
供应商发售，转变为在指定
媒体上公开。

对于以往不予公开的采
购需求、采购合同等内容，也
将透明化。采购需求方面，公
开包括技术和服务等具体信
息，公示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
日。采购合同方面，在合同签

订后2个工作日内，公开采购
合同，包括合同金额、合同信
息文本。

山东省财政厅副巡视员
陈祥志介绍，政府采购信息
将通过“中国山东政府采购
网”公开发布。公开的时间，
按照政府采购法等法律和
规则的要求具体来定，不同
采购阶段的信息，公开的时
间不同。如公开招标的招标
采购公告公开不得少于 20
日，这是由政府采购法限定
的，不可更改；山东能自行规
定时间的，暂定为不少于3个
工作日。

政策制定了，怎样确保
其落实？关键还在于是否有
问责机制。记者了解到，对
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存在应公开而未公开、未通
过规定渠道和时间公开、公
开内容违法违规等行为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
部门给予通报，并责令限期
改正；情节严重，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
处罚的，要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

据了解，2014年，山东
省政府采购规模总体稳定，
共采购项目 26640个，完成
采购额 1209 . 94亿元，比上
年 减 少 3 8 . 9 7 亿 元 ，下 降
3 . 1%。主要是经济增速放
缓，政府性楼堂馆所停建，
以及各类投资工程减少，使
工程类采购规模下降，拉低
了 4 . 4个百分点。全省各级
政府采购监管机构全年累
计向社会公开采购信息和
工作63900多条。

本报记者 王茂林
通讯员 丛培德 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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