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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l华10胃，在垂疯全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财政部、科技

部联合繇发了《关等调整阑家辩按计

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

办法若干鬣定鹃通躲》(财教[2011]

434号，以下简称《通知》)，对公益性

行监辩研顼舀经费的开支范围、预算

编制和结余资金管理、主镥部门和项

目单位的管理职责进行了调整和进

一步的明确。新出螽的《通知》有明确

的政策导向．将对水利公益性行业科

研专项项目的管理产生重大影瞧。

一、对璜曩单位实行了

“放权”与“明责”相结合管理

的政策导向

公益性行篷辩研专项经费项蠢

自2007年设立以米。中央财政对相

关行监应急性、墙育性、鏊硝性辩疆

工作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为了保障专

项经费的安全和效益，财政部、科技

部随即出台了《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经费管理试行办法》(财教[2006)219

号)。该办法对规范项目资金发挥了

重要作用。并在预算项目精细化科学

他管理方瑟进托了探索。随着项目管

理实践的推进，对专项经费管得过

死、不零；子宠分键凌顼髫单位积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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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越题逐濒显璃。针对这些藤题，在

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通知》

中。迸一步对项嚣单位“放投”，挺熹

其柱项目资金“自由支配”中的额度。

逶姿放舞其在预算捩荐调整方覆的

权限。在“放权”的同时，进一步明确

了顼舀单健在专项经费管理方面的

责任，做刭“权利与责任”相结合。

1．扩大项目单位在项目预算

经费执行管理的权限
一是设置问接费用。大幅度提高

项整参与攀位、特别是顼目承搬单位

在项目预算中可自由支配的额魔和开

支裁薰。苏一个琰筹经费为5陶秀元

的项目为例，政策凋整前，所有项目单

位袋麓提黢28万元鼹予对使麓本单

位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日常水、电、

气、暖消耗，泼及其箍有关管瑾费用的

补助支出，且受到各个项目单位承担

项舀经费额度的限制；调整后，闻样一

个500万元购项目。项目单位可以提

取100万冠用于管理费和绩效支出，

且项目承掇单位对间接费用的使用具

有分配权。《通知》还明确规定，绩效支

出瞧所在攀位按篱家褒奖规定统筹安

排，甚至可以用予与项目关联性不大

熬辩露}支窭，吴莠奖藏瞧骧。

二是适当放开项目承担单位在

顼翻预算掇行调整方嚣酌较限。政策

调整戆，璞曩单位哭在势务费、专家

咨询费和篱理费以外的其他8项单

]茭支出科蠢孛，当溪箕支出秘霆不怒

出核定预算的10％、或虽然超出10％

毽金额不羝予5万元熬覆算执行满

整具有自主权。政策调整后，在项耳

总预算不变的蓠掇下，矮瑶承掇单位

可以自主调整直接费用中的材料费

等5项开支科目的预算执行．并且没

有调整额庶的限制。同时，《通知》还

赋予项目承担单位在设备费镣6项

费壤上拥毒调减用于谍题其他方霹

支出的权限。

2。进一步明确项目单位的璜

目经费管理责任

一是强铯7凑嚣攀倥辩攀编麓

项目预算的责任。《通知》再次激申了

“项目单位应该嘏据顼滔研究并发任

务的特点和实际需要．按照政策相符

性、目标相关穗和经济合理瞧的原

则。科学、会理、冀实地编制项网经费

预算”的要求，并规定项目单使不得

简单按比例编制直接费用的棼项支

出预算。

二是采取经游手段，减少矮譬单

位利用科研经费大量购置设备，造成

设螽阕置滚费懿阕题。穰握《遴知》，

将设备购鬣费与项目间接费用进行

“援锈”．静阕搂费用懿诗算鏊数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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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接费建一设备魏登费”，璎器摹搜

如果申报较多的设备购置费，将直接

减夕顼嚣单位使用闻接费震游额度。

而如果项目单俄共享、试制、租赁专

爝仪器设备敬及对现有设备进行设

计改造的，则不影响间接赞用的计

算。该铷度登将有力攒转现存的项强

单位利用有限科研经费大量购置设

备的问题。在采用经济控制手段的基

础上，《通知》进一步规定：今后项目

单位确有必要购置设备的．在申报项

目预算的同时。不管金额大小，必须

对拟购置设备的必要性、现有同样设

各酶裁震馕瑟以及共搴方案等进褥

单独说明。《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管

理务法》氇规定：魏置大塑设备必绥

向财政部报送联合评议报告。两项制

度鹃联合实蔻努将促使顼誉荦位谯

购置设备方面更加慎重。

三蔻初次溺确了项目单位是颈

耳经费使用、管理的责任主体，弥补

了《公益饿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

法》制度空白。按照《公益性行业科研

专项经费管理绺法》的规定，项目单

位在经费使用上。主要鸯“按照要求

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和项目预算、按照

签订的磺嚣任务书具体实施瑗目”等

3项责任，对项网承担单位、合(协)

撵摹位京经费蛰瑾方霹豹奏经没骞

明确规定。《通知》明确规定：项目单

位波建立毽全经费警疆裁度。完善

内部控制和监督制约机制等。课题

承疆单戳襁合作单谴都应当按慧髫

家有关规定制定间接费用镣理办

法。顼餮承担攀位应受逐步建立谦

题信息公开制度．在单位内部对课题

组人员构成、谋题设备购置、预算溺

整、外拨经费、间接费用使用情况进

行公开，接受单位内部的监督。这些

规定内容踞礁、具体，如果能够得到

真正的贯彻执行。必将有力提高项目

经费使用稷管理水平，僳障科鼹资金

的蜜全和效益。

四是扩大了矮基豢位零褥进行

预算执行调整的支出科目范围。按照

《公益瞧箭鲎辩研专壤经费管理办

法》的规定，项目预算执行过程中，劳

务费、专家咨谗费稳管理费一觳不予

调整。《通知》规定，项目执行过程中

阔接费用不得调整。阚时，磺蟊预算

中的设备费、熬旅费、会议赞、出阈

费、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不得调增．

只能调减用于其他方蕊的支出。

二、弱化行业主管部门管

理职投，强化服务监督责任

《遗矢眭》遴一步弱化了懿业主赞

部门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

黪权限，疆诧了箕骚务蒺督黪寅任。

1．取消了行业主管部门在项

誉预算执行调整方嚣的宰挞权

根据《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

管理办法》盼规定，在项西实施期阚

出现项隧计划任务调整、项目负责人

变更或调动单位、项目承担荤位变疆

等重大事项，势务费、专家咨询费羊眭

管理费以外的支出科目预算执行超

过孩定预算lO％且金额在5万元以

上的。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制度

诞整后。项嚣执牙过稷中的上述调整

或由财政部审批，或融科技部审批。

或巍顼嚣承整攀位自符事懿。行鲎主

管部门只拥有襁中期财务检查或财

务验收嚣于进行确获趣毅巅。

2．要求行业主管部门更加科

学地组织项目预算审核工作
《通知》首次对项目经费预算评

话评审工作提磁要求，这是襁对原有

的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抒

法的一个明显的转变。《通知》要求开

展预算谬估评审的枧构和咨询专家

应当科学合理地提出预算审核建议，

势不得链单化燧按比例核减课题盛

接费用预算。而项目间接费用的核准

投在财政郝，主镑部门没有权剃程义

务审核此项预算。《通知》还规定，主

管部羹或受责矮器预簿懿审核工髂

的机构应该建立健全课题经费预算

评倍译枣豹沟逶笈馈橇麓。这矮裁发

旨在保障项目申报单位对预算审核

约{2。6孛国永潮

瓣箱稽粳。封遴蒺算审核工终孛懿海

通交流机制．对科学合理地确定项目

颥算巍模有一定翡保障俸瓣。不过魏

项制度的实施对水利公益性行业科

研专项项目预算窜核t俸的影璃不

火，因为在水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项目预算审核工作巾，一直坚持专

家评审制，不存在简单按比例核减

项目申报单位预算的情况．并且在

项目预葵评审过程申。一焱坚持将

专家评审意见及时反馈项髓申报单

位，听取项目攀位意见詹薅组织修

改完善．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取得很

好熬管理效栗。

3．强化了主管部门在项目申

报和执行管瑾中的黢务和溢簪职赉
《通知》酋先要求行业生管部门

提蔚组织课题立项等耜关t作，提高

年初预算的到位率。确保项目单位开

艇科研工作的资金需求。其次强调要

求行业主管部门应按照专项经费镗

趣办法的规定。认真履行监督职责。

开展专项事计工作、中期财务检查、

财务验收和绩散评价T作。第三，《通

知》要求行业主管郏门娶建立健全僖

用管理机制，对课题承担单位和课题

会终鼙使、课遂受责久等辩骚人员、

中介机构和咨询专家在经赞管理使

麓、评甓评审方嚣懿信誉凄逡行浮纷

和记录．作为今后参加公益性行业科

研专窜l牵撮黧评待译审等潘动翡依

据。最后，为了适应社会公众对预算

公开酌要求，《瀵知》述要求在公益性

行业科研专项项目管理过程中。逐步

推进信息公开mT作，及时将菲涉密谋

题预算安排情况、项目绩效惨况和违

规使用科研经赞的行为等进行公采

公拜，接受监督。上述规定有的是愿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中已有的规定，《逶知》再次进行了重

申；有的规定如预算公开、开展绩效

谬价及公示等瘸子薮规定，势显要求

明确具体。赋予行业主管部门在监督

管理方瑟酶囊职责。

(下转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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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1承瘁取苓潮K蓬瓣零徐承串豹影藕袭

项目 年成本费用 年供水量 K傲不同取德 平均单方供水成本

＼举露水库＼ 万元 亿m3 元^n3

O．37 O．2l

0．43 0．25
A水库 9174．62 l。58

0蠢5 O．26

0．46 0．27

l 0．麓

B水库 17 242．19 8．73 0．89 0．18

0。87 0．17

2．67元矗◇的标潍。按耩行永徐标准计

算。水费支出占膀民收入的o．8％。水费

支出较低。褒状居民永费负携较轻，永

价上涨具有一定的现实空间。鉴于目前

麟民用声心理承受能力较低，承价调整

宣小步快跑、逐步到位。

五、不同生产经营分摊比

镑j值对水价水平的影嘛

计算生产经营比倒是为了合理礁

定供水生产成本费用，科学地核算水利

王程供承徐格。透过A柬瘴襁B承痒

不同方法计算生产经凿比例，A水库从

0．37甍0．46不等，B水库麸0．87翻i

不等。搜集水库的年成本费用、年供水

鬣资瓣，首先按照生产经营分摊诧铡分

摊年成本费用。计算出年供水成本赞

稍，再除以年供水量，计算出平均单方

供水成本。生产经营分摊比例对水价水

平的影响程度可从表1读出：

A水库螅魑方供水成本扶O．2l

冗到0．27元变化，相蒺值为6分。最

2012。6孛国承器j

褰毽是簸低筐憋1．3倍，在戴基懿上

确定水价并收取水费。直接影响供水

戏本弥李}额辩8万蠢。占年成本费瘸

的10％。

B承痒的荜方供承戎本获0。17

冗到0．20元变化。相差值为3分．最

高值是最低值鹃1．2倍。在貌幕穑上

确定水价并收取水费，直接影响供水

成本弥牢}额2619万元．占年成本费

用的15％。

对水管单位而言，现行水价标准

镶低，财政资众不到位，不同水价核

算的方法直接影响供水工程供水耗

费妁弥釉程度，一定要视其体蠖滋+

准确核算水价，以利于水管雄位良性

运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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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对措施建议

1．加大对《通知》的宣传贯彻

力度
《通知》的颁布恰逢2012年度水

纛公盏镶簿鲎秘疆专顼项毽预算枣

报。为确保项目经费获得财政预算批

复鑫麓够矮剥执行，行娩主管部门疲

该加大制度的宣传贯彻力度。将公益

饿行韭秘磷专瑗经费管理办法稳《逶

知》的有关内容结合起来，对项目承掇

擎位、合作革往豹财务管理人员和盏

务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培养其在项目

经费执行过程巾的程窿和控制意识。

确保项耳预算资金的含规合法使用。

2．娶快完善配套制度，落实新

要求

根据《通知》要求，水利公益性彳予

监戮璎专项经费项目簧逐步建立熊

全信用管理机制，推进项目信息公

开、项目绩效情况和违规使用科研经

费情况的公示公开工作。如何将这蹙

要求落实。需要根据水利行业的实际

情况，尽快制定部门实施办法，对公

开的内容、形式等作出明确规定，傲

到要求和形式统一．使该项规定发挥

爨真正的管理效鼹。

3．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加强指

器鞫引导
2012年度水利公益性行业科研

专矮顼嚣经费的管瑾不仅瑟稳着适波

新制度的问题。同时还面临糟项目预

算资金挽行迸魔管理静蘧力。201i颦

6月，财政部颁布了《财政部关于加强

中央财政科技经费预算执行铸理的通

知》(财教[20111227号)，对科技经赞

预算执行管理_I作提出了更为明确的

要求。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奖惩措施。其

梭心制度是明确规定了三项“挂钩制

嶷”，即建立“财政辩技经费预算安排

匈预算执行计划执行情况挂钩制度”、

建立“财政科技经费预算安排与预算

执行情况挂钩翩度”、建立“财政科技

经费预舞安排与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

念消亿情况挂钩制度”。根据《通知》的

规定，项目预算执行进度如果达不到

相关考核指标，财政部将对行业主管

部门或项目单位采取拨付“绩效支出”

和扣减颁目预算相结合的奖励或惩罚

掺麓。这三顼糕度实施将麸溪算执行

的角度沫检验、对比项目预算编制的

辩学性、是否与辩骚工终实际遂震裙

符。这凭疑给项目单位在科学编制项

掰资金年度预算、资金挽行计慰与监

务工作联系等方面带来新的考验。为

此，行娩主管部门应该认真麟行监督

职责，落实中期财务梭查制度，以便及

时发现项目经赞执行过程可能出现的

镳差。避免将掰有经赞使用阎题积累

到项目财务验收阶段．为项髓的整体

骏收打下良好基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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