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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省市市县县政政府府预预决决算算今今年年全全公公开开
我省县级现代预算制度改革试点明年完成

记者从16日举行的全省财政工
作会议上了解到，我省大力压减一
般性支出。认真落实党政机关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及时制定出台
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出国经费
等一系列管理制度，严明各项开支
纪律和标准。在此基础上，认真抓好
各项制度落实，从严控制“三公”经
费、楼堂馆所建设和节会、庆典、论
坛等活动开支，努力降低行政运行
成本。去年省级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同比下降3 . 2%，省级“三公”经费下
降20%以上。

此外，全省各级财政对9274个
单位实施检查，查处违规违纪资金
679 . 5亿元。

记者了解到，我省进一步扩大
营改增试点范围，截至去年11月底，
全省营改增试点企业达到22 . 7万
户，累计减轻税负153 . 6亿元，有力
促进了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适当
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及岩金矿、大
理石、花岗石资源税政策，及时启动
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促进了
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在10个市开展
税式支出管理试点，有效加强税源
管控，提升税政管理水平，得到财政
部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据了解，今年我省将全面完成
政府性存量债务清理甄别工作，对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举借的债务，逐
级审核上报国务院批准后，分别纳
入一般公共预算或政府性基金预算
管理。抓紧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
融资职能，合理划分政府与企业偿
债责任。

并继续做好地方政府债券自办
发行试点工作，积极争取一般债券、
专项债券和置换债券发行额度，努
力解决重点项目需要和财政资金压
力。严控新增债务，规范融资行为，
坚决制止非法集资、违规担保和以
BT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切实防范
和化解债务风险。

本报记者 王茂林 孟敏
通讯员 丛培德 孔进

本报济南1月17日讯（记者
王茂林 孟敏 通讯员 丛

培德 孔进） 记者从16日举
行的全省财政工作会议上了解
到，山东将重点开展全面推行
预决算公开、县级现代预算制
度改革试点等十项改革。

据了解，除涉密信息外，
2015年县及县级以上政府要全
面公开政府预决算，所有使用
财政资金的部门都要公开部门
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
政府采购信息也要全面公开。

细化预决算公开内容，政府预
决算要全部明细到支出功能分
类的项级科目，部门预决算逐
步公开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
出。各部门要对机关运行经费
的安排、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
作出说明。具有专项资金分配
权的部门，还要及时公开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和分配结果，逐
步实现专项资金管理的全过程
公开。

2014年我省加大了预决算
公开力度。省级和17个市全部

公开了政府预算、部门预算和
“三公”经费预算，县级公开面
分别达到95%、88%和89%。省
级、1 4个市和一半以上的县

（市、区）还首次公开了本级部
门决算和“三公”经费决算。

据了解，县级现代预算制
度改革试点是我省深化预算管
理改革的创新之举。按照省政
府要求，2015年各试点县要在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上取得决定
性进展，2016年全面完成各项
改革试点任务。各直管县从今

年预算编制起，就要加快落实
改革要求，力争在综合改革或
单项改革上取得突破。省里将
加强跟踪调度，并结合转移支
付，加大奖补力度，支持各试点
县加快改革步伐。

我省还将推动国库集中支
付改革向乡镇拓展，2015年力
争实施范围扩大到实行“乡财
县管”的乡镇。严格财政专户管
理，今后不再新设专项支出财
政专户，现有专户除国务院批
准保留的外，其余一律撤销。

老人曾改嫁两次

最后没了安身之处

在李成金家一间老屋里，
84岁的李泽就住在这里，这间
屋也是李成金儿时和继母生
活的地方，14年前，他又将改
嫁的继母接了回来。

李成金告诉记者，之所以
将改嫁继母接回家生活，就是
为报答继母的养育之恩。“我
的亲娘去世得早，我不记得
了，只记得继母的照顾。”李成
金说，1958年，父亲经人介绍
和刚离婚的李泽结婚，当时家

里四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
的李成金5岁。

“只要是有什么好吃的，
娘都会留给我和姐姐们，自己
都舍不得吃。”李成金说，在那
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继母帮父
亲撑起了一个家。1990年李成
金的父亲因病去世，他们四个
都已成家。两年之后，李泽再
次改嫁，离开了李家。

一年前李泽摔伤瘫痪在
床，不能下炕。李泽说，自己从
小就孤苦伶仃，第一次结婚是
因自己没孩子被扫地出门，第
二次婚姻持续时间最长，第三
次婚姻在2000年老伴去世后

结束，古稀之年的她一下子失
去了依靠，吃住都是问题。

他将继母接回家中

守在炕边尽孝

得知继母的遭遇后，李成
金夫妇立刻将她接回家照顾。
面对继子李成金的孝心，李泽
心里很矛盾。因为李成金是她
的继子，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并且她在10年前早已改嫁他
人，李泽不愿意来。但在李成
金的一再劝说下，李泽才答应
回家生活。

“继母曾对我有养育之

恩，她都这么大年纪了，我不
养她谁养她，别人怎么说不重
要，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李成金说。

每天一早，李成金会早早
起床，为母亲洗脸、梳头、做早
饭。去年腊月下了一场大雪，
李泽出门时不慎摔倒伤了骨
头，从那时起就再没下过炕，
自此李成金对他的照顾比从
前更加细致。老人大小便不能
自理，他每天早晚都守在炕
边，端屎端尿。晚上为了更好
地照顾继母，李成金和老人睡
在一间屋，夜里老人一有动
静，他就赶紧起来。

本报烟台1月17日讯（记者
李大鹏） 16日，荣乌高速莱

州段307公里处发生4车追尾相
撞交通事故，目前事故已造成
12人死亡、6人受伤。6名伤者全
部在莱州市中医医院接受治
疗，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17日凌晨1点35分，莱州市
政府新闻办官微“莱州发布”更
新微博，荣乌高速追尾事故中
的伤者由3人增加到6人。

17日上午9点多，在莱州市
中医医院，受轻伤的刘海波正
接受治疗，他是客车上的乘客，
从东营回烟台探亲。刘海波说

客车当时没坐满，车速也不快，
事发时前面的油罐车已经停
了，客车刹车不及跟油罐车发
生两次碰撞，第一次把他的眼
镜震掉了，因为高度近视，他忙
低头捡眼镜。紧接着第二次碰
撞，听到前面有人开始喊并看
到起火。他便从车窗跳下，头部
受了轻伤。

在同一间病房，同在客车
上的孙德坚也表示，事发时前
边的油罐车已停下，但客车已
来不及刹车。事发后他看见有
很多路人参与营救。

据参加救援的莱州中医医
院急诊科程玉霞大夫称，他们
医院出动两辆救护车，因道路
封闭，救护车上不了高速。他们
便下车步行前往事发地点。

莱州中医院外科中医师李
元明称，受伤六人生命体征平
稳，意识清醒。记者了解到，莱

州市中医医院为伤者家属安排
了住宿。

对于起火原因，“莱州发布”
称：16日下午，荣乌高速路段发
生降雪，由于气温较低造成路面
结冰湿滑。事故车辆系LNG燃料
汽车，事故发生后迅速燃烧，造

成人员伤亡。记者从警方了解
到，四辆事故车第一辆车是面包
车，车上人员无碍，第二辆是油
罐车，车上一死一伤，第三辆客
车为LNG燃料（天然气）汽车，第
四辆车为途锐越野车，伤亡者主
要在客车上。

头条相关

省级“三公”经费

下降超20%

全省营改增

减负153亿元

政府性存量债务

今年全部清理完

6611岁岁老老人人奉奉养养再再嫁嫁继继母母1144年年
李成金说当年继母抚养他长大，这个恩情不能忘

六六名名受受伤伤人人员员生生命命体体征征平平稳稳
事发时多名路人参与营救，获救者多为跳窗逃生

荣乌高速追尾事故

14年前，青岛胶州市
里岔镇胡家村的李成金
把已经改嫁的继母接回
家中赡养，让老人能安享
晚年。今年 8 4岁的李泽
1958年改嫁到胡家村，成
为李成金的继母，那年李
成金才五岁。1990年，李成
金的父亲去世，李泽再次
改嫁。2000年，李泽的第三
任丈夫去世，已经古稀之
年的李泽没有了落脚之
处。听说了继母的遭遇，
李成金又将李泽接回家
中侍奉，14年如一日。

14年前，李成金把改嫁的继母接回家中赡养。图为李成金在为继母挖耳朵。

荣乌高速追尾事故中的六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
本报记者 李大鹏 摄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震

我省有119个县

收入过10亿元

记者从16日举行的全省财政工
作会议上了解到，“十二五”前四年，
我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2011年
为25 . 7%，2012年为17 . 5%，2013年为
12 . 3%，2014年为10 . 2%，呈逐年降低
走势。省财政厅厅长于国安在会上
表示，去年5月份全省收入增幅跌破
两位数，其后6个月增幅一直在个位
数徘徊，最低的8月份当月仅增长
4 . 3%，有10个市迫不得已下调了收
入预算增长幅度，这是多年来没有
过的。

2014年全省收入过10亿元的县
（市、区）达到119个，比上年增加7

个，其中过30亿、50亿、100亿元的分
别达到44个、24个、4个，财政实力进
一步增强。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