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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法委

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要求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新时期爱卫运动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电 全国爱
国卫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1 月 21 日在
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
“爱国卫生运动对于预防和减少疾病、改

我国调整留学生
政府奖学金资助标准
博士生每年最高近10万元

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提高全民文明卫
生素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各地
区、各部门要围绕解决影响群众健康的
突出问题，
结合深化医改，
以改革创新的
精神推进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牢固树

立公共卫生意识，加强爱卫会组织和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大力实
施源头控制，坚持以人为本、群防群控；
大力开展整治行动，
推进卫生村镇、社区
和城市建设；
大力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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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疾病发生和传播，
为建设健康中国、造
福广大人民群众作出新贡献。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刘延
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她强调，要认真学

习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深入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
国卫生工作的意见》，
将爱国卫生运动不
断向纵深推进，
为建设健康中国、美丽中
国、实现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国务院首次全面部署唤醒财政存量资金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电 （记者
存量资金改革信号，国务院办公厅 21 日
韩洁、
申铖）列入一般公共预算但最终没
正式对外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
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电 （记者申
花出去的沉淀资金，土地出让金等政府
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
首次作出全面
铖、韩洁）财政部、教育部 21 日对外发布
性基金、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项目中没
系统部署，
亮出十大具体改革举措，
标志
通知，决定完善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体
花出去的专款专用资金……这些以往趴
着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改革进入实质操作
系，
提高资助标准，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在账上的财政存量资金，今后都有望被
阶段。
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资助标准最高档分 “唤醒”，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注
所谓财政存量资金，简单说就是收
别为 66200 元、79200 元和 99800 元。
入新的增长动力。
到的钱中还没花出去的部分，或者已经
通知明确，从 2014 年 9 月 1 日起，
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释放盘活财政
列入预算用途有了归属，但最终没能花
提高奖学金资助标准。奖学金分为三个
档次，根据学科类别对应相应的资助标
准。其中，
一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
十条具体改革措施
教育学、文学（除文艺类外）、历史学、管
一是清理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资金。对连续两年未用
理学；
二类包括理学、工学、农学；
三类包
完，按收付实现制核算的结转资金，要求各级政府作为结余资
括：
文学（文艺类）、医学。
金管理，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具体来看，
一、二、三类奖学金生，
本
科生每人每年的资助标准分别为 59200
二是清理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资金。要求将政府性基金
元、62200 元或 66200 元；硕士研究生
项目中结转资金规模较大的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并提
（普通进修生）每人每年的资助标准为
出了量化控制标准，即结转资金规模一般不超过该项基金当年
70200 元、74200 元或 79200 元；博士研
收入的 30%。
究生（高级进修生）的资助标准为 87800
三是加强转移支付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明确结转两年以
元、92800 元或 99800 元。此外，全英文
上的转移支付资金要视情况收回上级政府或同级政府统筹使
授课的研究生和进修生，额外提供 5000
用，
不到两年的要加大整合力度，
避免资金长期闲置。
元／年／人的教学补助。
通知明确，这些钱将用于资助奖学
四是加强部门预算结转结余资金管理。要求各部门加大
金生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综合医疗
结转资金执行力度，
结转两年以上的由同级财政收回统筹使用。
保险费和国际旅费。
此外，针对特定人群和特定目标设
五是规范权责发生制核算。要求地方各级政府除国库集
立的特别奖学金项目资助标准将另行
中支付年终结余外，一律不得按权责发生制列支，对已经列支
制定。
的要在 2016 年底前统筹使用完毕。

出去的钱。
从存在形式看，财政存量资金主要
包括结转结余资金、预算周转金、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偿债准备金等。
财政部预算司介绍，此次国务院从
十个方面分门别类提出处理方案，力求
全面挤压存量资金的空间，并对相关指
标进行了量化，明确了期限和资金留存
上限，
操作性和针对性强。

此外，此次盘活存量资金既要在中
央层面展开，
也要在地方层面展开，
既要
在财政部门展开，
也要在其他部门展开，
全面挤压存量资金的空间。同时，加强
制度规范、建立长效机制，坚持多管齐
下、惩防并举，加强改革督查和问责，避
免将来产生更多的存量资金。

六是严格规范财政专户管理。在严格控制新设财政专户
的同时，对存量财政专户进行清理，除经财政部审核并报国务
院批准保留的财政专户外，其余财政专户在 2 年内逐步撤销并
规范财政专户资金管理。
七是加强收入缴库管理。主要是积极推行非税收入电子
缴库，实现非税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暂未实现非税收入直接缴
库的，应当将缴入财政专户中的非税收入资金在 10 个工作日
内足额缴入国库。
八 是加强预算周转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偿债准备金
管理。严格控制预算周转金额度，不得超过预算法实施条例规
定的比例。按照有关规定管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不得新设各种形式的偿债准备金，已设立的要纳入
预算管理。
九是编制三年滚动财政规划。在水利投资运营、义务教育、
卫生、
社保就业、
环保等重点领域开展三年滚动财政规划试点。
制图/王凤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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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是加大督查和问责力度。

彻底肃清周永康案
造成的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电“周永康大搞权
钱、权色交易，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也带坏
了一批干部。不仅要深刻反思周永康案的沉痛教
训，而且要彻底肃清周永康案造成的影响。”20 日
至 21 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指出，近年来，
一些政法领导干部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最
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价值观严重
扭曲，
突破了党纪国法的底线。
中央政法委要求，
要深入开展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教育，
自觉按照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和各项规矩办事，
决不允许凌驾于组织之上，决不
允许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
择，
决不允许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决
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严肃查
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欺骗组织、对抗组织行
为，
确保中央政令通畅。
“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买官卖
官、收钱捞人甚至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问题，要
坚持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涉及什么人，不
论职务高低，
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
中央政法
委负责人强调。

四部门专项治理
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电 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 21 日宣布，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启动为期半
年的
“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
专项整治工作。
国家网信办将向社会公众发布六项举报重点：
互联网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与网站、
公关公司或个人
勾结串通，
实施网络敲诈、
有偿删帖；
网站发布或集
纳负面信息，直接或者通过公关公司以删帖为条
件，
索取财物；
网站、
社交网络账号或公关公司以传
播负面信息为要挟，向企业或个人以广告费、合作
费、赞助费等为名，
索取财物；网站以合作为名，将
地方频道外包给公司或个人，收取承包费，为网络
敲诈、有偿删帖提供平台；
以网络维权、监督、揭黑
为名，
开设非法网站或社交网络账号，
集纳负面信
息，
通过发帖、
删帖索取财物；
冒用各级党政机关或
社会组织名义，
以及以
“中国”
“国家”
等为名头开设
虚假新闻网站、
行业网站和社交网络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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