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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教育科学发展
我为纲要献计献策 主题特刊（16）

【编者的话】

我有提议

建立省级政府为主的教育经费体制
为了提高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水平 ，

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供充足的资源 ，

笔者认为， 应进一步完善政府收支管理，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并强化人民代表大
会的财政支出决策者地位， 创新政府教
育经费分担体制。

长期以来， 我国存在政府收入多头
管理、 支出重经济轻民生的问题。 政府
预算外收入、 制度外收入数额庞大， 支
出由多个部门掌握， 没有纳入统一的预
算管理， 不能真实反映政府收支全貌

,

干
扰公共财政职能的实现。 大量政府收支
游离预算管理之外， 违反公共财政收支
规范、 透明的规则， 不符合财政支出主
要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要求。 因
此， 应该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建立
规范的政府收支统计和管理制度， 将所
有政府收入和支出纳入统一预算。 在强
化政府收支统筹的基础上， 继续优化政
府支出结构， 提高教育支出的比例。

我国 《预算法》 规定， 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是财政预算的最终决策者。 要认真执行
《预算法》， 完善政府预算程序和决策机制，

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决策权。 在预算编
制过程中， 要有人大代表参与预算控制数的
确定， 由人大代表和财政官员共同决定下达
给教育部门的预算控制数， 避免财政部门在
控制数环节就挤压教育经费的比例。 应该将
教育预算草案向社会公开， 人大代表、 财政
官员和教育官员应向公众说明教育预算的依
据， 解释资金的分配方式和用途。 在人大会
议上， 教育预算要由人大代表进行充分讨
论， 与政府总预算一起由人大代表表决通
过。

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一个重要
原因， 是教育财政责任过多下放到基层政

府， 中央和省级政府负担过低。 因此， 必须
创新政府教育经费分担体制， 建立省级政府
为主的教育经费体制。

我国现行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政府收入
分配制度， 已经将主要收入分配给中央和省
级政府， 这两级政府具有承担教育经费主要
责任的财力。 对于我国这样的大国， 中央政
府承担国防、 外交、 协调地区发展和利益的
责任， 距离实施教育的县级政府层级过多，

基于效率考虑， 不宜过多直接承担教育经费
职责。 省级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提供教育等
民生服务， 且距离县级政府近， 由省级政府
承担教育经费主要责任十分合适。 国际上的
人口大国， 如美国、 印度、 巴西等， 也都是
省级政府为主的教育经费分担体制。

据有关研究表明 ， 造成我国县级义务

教育生均经费差异的原因中， 省内各县之
间差异的影响远大于省际之间的差异 。 如
果省级政府不承担主要责任， 很难实现县
际之间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因此 ， 需要
创新政府教育经费分担体制， 建立省级政
府负担为主的政府教育经费体制。

在新体制中， 中央政府的主要责任是完
善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 通过规范的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均衡省级政府的教育财政
能力， 并承担各级教育的学生资助经费和高
水平大学经费的供给。 省级政府的责任是统
筹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和本级政府教育经费，

承担省属高校的经费供给， 建立规范的县级
单位基础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 承担一半
以上的基础教育经费， 保障区域内各县区的
基础教育财政公平。 县级政府的责任是承担
部分基础教育经费， 统筹管理省级转移支
付和本级政府教育经费， 通过规范的以公
平为导向的学校拨款制度， 保障县区内基
础教育学校间的财政公平。

如何稳步提高教育投入水平

山里娃每周都能
上英语课了

我们大石崖小学是一所由离行政
村十多里的两个自然村组合的学校，

现在学生不足
30

名。 以前学校没有像
样的围墙， 校园里常有牲口出没。 教
室四面漏风， 冬天教室里冷得孩子们
都无法写字， 小手冻得红肿。 那时没
有足量的烤火煤， 只能带学生捡牛粪
取暖。 每月只有

7

元钱办公费， 连粉笔
都买不起， 有时用土块代替， 有时拿
石子或小木棍在地上讲解。 实在没办
法， 我就开垦了别人抛弃的地， 种上
油菜籽搞起了勤工俭学增加学校收入。

那些年， 上课了， 教师就拿着一支粉
笔， 带着一本教科书， 一张嘴不停地
唠叨

40

分钟。

近几年国家增加教育投入后， 我
们县的学校危房基本得到了改造， 我
们学校也彻底改变了以前的模样。

2004

年秋季， 国家农村中小学远程教
育工程实施后，大石崖小学更像是迎来
了教育教学的春天。 光盘教学就像给学
校免费聘请了全国的“优秀教师”，尤其
是英语教学有了历史性的大飞跃。 不懂
英语的我通过模式一教学，让大山里的
孩子对英语产生了兴趣， 学校每星期
都能开上一节英语课。 有了光盘播放
设备， 学生的视野开阔了， 想象力也
比以前丰富了。 以前教不好的音乐课
现在也用上了光盘， 效果很好。

我一直生活在农村， 和农民接触，

也最真切地感受着农民的心声。 我觉
得今后国家增加教育投入， 应该向农
村中小学倾斜， 尤其是农村边远山区
的学校。 城市办一流的学校是锦上添
花， 加大投入对边远地区的农村学校
来说则是雪中送炭。 一所农村学校就
是建设新农村的文化窗口、 宣传政策
的窗口， 校园天天升起的国旗也是农
民的骄傲。

所以在国家制定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规划纲要时，我建议国家增加教育投
入，并多向边远农村的小学、教学点倾
斜。 边远农村的小学、教学点是国家实
施义务教育的攻坚地区，也是提高我国
公民的文化素质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难点地区。 投入主要用于增加教学
器材、远程教学设备，加大教师培训力
度，提高山区教师的生活待遇。

（本报记者柴葳）

加强监管保证资金使用效率
国家应继续增加教育经费投入， 真

正落实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
例达到

4%

的指标， 并通过集资、 引资等
方式增加对学校的资金投入。 首先， 要
帮助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完善各项教
学设施的建设； 其次， 要加大对高中、

职校和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

保证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再其次， 应提
高西部地区教师的待遇， 吸引更多优秀
教师在西部长期从教。 此外， 国家应该
加强资金监管力度， 充分保证资金的使
用效率， 即要加大基础教育投入的监督
力度， 尤其要加大对县级政府投入的监
督力度， 进一步健全高等教育系统内外
部的审计制度， 预防和查处各种违法违
规行为， 确保资金安全。

（山西阳泉市盂县路家村联校 许君）

应制定教育经费分配细则
教育是关系到一个民族未来的大事，

国家的财政收入首先应该用于教育、 医

疗、 社会保障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

国家财政应该负担教育的大头， 地方财
政的投资应该以省为主。 目前的税费改
革后， 市、 县两级财政负担教育经费已
困难重重， 因此省政府应协调全省各地
教育的均衡发展， 保障教育经费足额到
位。 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教育投入政策
的同时， 应该着手进行教育经费分配细
则的制定， 这样才能保障把有限的资金
用在效益最大的地方。 我国东部发达省
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 能够拿
出足够的资金发展教育， 而西部地区即
使把地方政府的所有财政资金都用于教
育， 可能依然不够用。 因此， 在教育资
金的分配上不能搞“大锅饭”， 而应兼顾
地域差别， 以实现资金的边际收益最大
化。

（来自教育部门户网站网友
susan

）

公用经费分生均校均两部分
公用经费应由生均和校均两部分组

成， 防止人数过少的学校经费相对不足；

专项经费由市级以上财政直接拨付到学

校账户， 防止中间截留； 绩效工资应提
高至总工资的

30%

以上， 真正实施聘任
制， 以保证效率； 所有经费（包括工资）

包干到校， 防止超编或在编不在岗； 县
级配套资金上缴市财政后下拨学校， 防
止经费不到位； 专项经费使用应由领导
班子集体签字， 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
审计部门共同验收资金使用情况， 防止
教育腐败； 原来学校的“普九” 债务应
由省财政直接化解， 防止越积越多。

（来自
ltz5191158@163.com

邮件）

将经费以“教育券”形式发放
实行教育经费的全国统筹， 改变以

往的教育经费直接下拨到学校的计划经
济式做法， 将教育经费以“教育券” 的
方式下发到国家每名学龄公民的手中。

学生手持“教育券”， 选择学校、 挑选教
育服务、 接受教育。 全国每名学龄公民，

无论其地区、 户籍差异， 都根据制度一
视同仁地获得相应额度的“教育券”。 当
然， “教育券” 制度应当特别地关注边
远贫困、 病残障碍等特殊情况， 并予以

额外资助。 同时， 不管公立学校还是民立学
校， 只要办学合乎国家要求， 就能够通过
“教育券” 方式获得国家教育经费， 从而打
破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的鸿沟， 促进二者的
公平竞争。

（来自教育部门户网站网友）

成立全国性的教育基金
与社保基金会一样， 可以成立一个全

国性的教育基金会， 将一部分上市公司的
国有股按发行价或其他方法核定的价格由
国资委划给该教育基金会， 股票数量乘价
格就是划拨的资金额度。 教育基金会拿到
这部分国有股后， 并不是在股市上出售，

而是长期持有， 将每年的股息收入作为教
育资金的来源。 另外， 还可以用这部分国
有股做抵押向银行申请长期贷款或向社会
发行长期教育债券， 这些贷款和债券用以
后的国家教育拨款和每年的股息收入逐年
偿还， 这样就可以在短期内筹集到大量的
资金。 这部分国有股按发行价或其他方法
核定的价格由国资委划给该教育基金会后，

可以将这部分国有股的流通权、 受益权和

经营权分开， 流通权、 受益权归教育基金
会， 而经营权由教育基金会委托国资委行
使， 教育基金会不参与上市企业的经营，

从而不会使上市企业增加“婆婆”， 也不会
削弱国资委管理企业的权力。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
651

号 何玮）

由中央或省级财政直拨经费
教育的重要性各级领导干部常常挂在嘴

边， 但一落实到解决教育经费的增长、 提高
教师待遇等具体问题时， 很多地方的领导就
不买账了。 究其原因， 教育资金很大一部分
靠县级财政解决， 而县级领导看重的只是直
接带来经济增长的部门与行业， 教育效益太
长远了， 不能在自己的任期内实现。 所以我
建议， 教育经费由中央或省级财政统一直
拨， 绝不允许县级政府以任何理由从中截
流， 只有这样， 教育经费才能发挥更大效
益， 教师才能安心工作。

（来自
limingb2001@163.com

邮件）

（本报记者纪秀君整理）

■

我国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事实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远低于国际水平， 二是无法
满足教育发展的基本需要。 重经济建设轻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支出， 是我国政府教
育经费投入不足的根本原因。

■

为了提高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水平， 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供充足的资源， 应进一
步完善政府收支管理，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并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财政支出决策者地
位， 创新政府教育经费分担体制。

■

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教育财政责任过多下放到基层政
府， 中央和省级政府负担过低。 因此， 必须建立省级政府为主的教育经费体制。

主旨发言

政府经费无法满足教育发展基本需要
我国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事实主要

有两个方面： 一是远低于国际水平， 二
是无法满足教育发展的基本需要。

政府教育经费又称公共教育经费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公共教育经费的定
义是：地方、地区和国家（中央）政府，包括
自治市、自治区政府，用于教育和教育管
理的支出总和，但家庭和政府之间的转移
支付经费排除在外。 在我国目前的统计体
系中， 还没有公共教育经费这一指标，但
有一个指标接近于公共教育经费，即“财
政性教育经费”。 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
由四部分构成：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

府征收的用于教育的税费， 企业办学校经费
拨款，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中
用于教育的经费。

一个国家的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水平受到
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国际上一般用公共教
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的比例这一
指标， 来计量和评价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水
平。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

2005

年
世界政府教育经费占

GDP

的平均比例是

4.9%

， 其中发达国家
5.5%

， 发展中国家
4.7%

。

早在
1993

年， 我国政府就提出， 到
2000

年政府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要达到
4%

，

但这一目标直到
2007

年都没有实现。

我国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不仅表现
在占

GDP

的比例远低于国际水平， 更重要的
是无法满足教育发展的基本需要。 首先， 教
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 教育债务负

担沉重。 由于政府没有规范的教育基础设施
投入制度， 校舍建设和维护改造投入极度匮
乏， 学校为了应付招生的需要和达到基本的
办学条件， 只能举债建设。 在农村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 高中和高校扩招的过程中， 形成
大量教育债务。 其次， 政府教育经费不足导
致落后地区教育经费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继续
扩大。

2007

年省 （自治区、 直辖市） 际间小
学和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极差 （最高
水平与最低水平之比 ） 分别高达

8.3

和
7.5

。

此外， 由于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农村地
区教师收入普遍偏低， 导致农村教师流失，

影响师资队伍稳定。

我国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解释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财政收入
占
GDP

的比例偏低，限制了政府的教育投
入能力，导致政府教育投入水平偏低。 但
简单地将我国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归因于
财政收入比例偏低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
我国的财政收入口径与国际通行的口径
很不一致。 国际上的财政收入包括全部的
政府收入， 而我国统计上的财政收入只是
政府收入的一部分。 我国的政府收入实际
上由三部分构成： 预算内收入、 预算外收
入、制度外收入，如果仅将预算内收入作为
政府的收入， 实际上大大低估了政府的收
入水平。 因此， 在分析我国政府财政收入
时， 不能只计算预算内收入， 而要将预算
外、制度外收入全部纳入政府收入范畴。如
果将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全部计算在内，我
国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例将更高。

因此，鉴于我国现行财政收入口径严
重偏小，且按偏小的口径政府教育经费投
入也应该达到

4%

的事实，不能将我国政府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归因于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例偏低。 如果说财政收入偏低影响
了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也只是政府收支管理不
规范导致削弱财政统筹能力的问题，而不是政
府财力不足的问题。 在政府支出的分配中，应
该将教育支出优先安排，保障教育事业发展的
需要。但长期以来，我国在政府支出的决策中，

没有很好地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重经济建设
轻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支出，是我国政府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根本原因。

此外，我国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与各
级教育经费负担责任的划分不合理也有很大
关系。 我国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和省级
政府集中了大部分财政收入，但教育、医疗、养
老等支出主要由省以下政府承担。这种收支极
不对称的收支安排，需要强有力的规范的财政
转移支付制度配合，才能均衡地区之间的财政
能力和保障下级政府的支出能力。但迄今为止

我国并没有建立起规范有效的财政转移制度，

县、乡政府财政责任与财政能力不匹配的问题
非常突出。 县乡本来就财力不足，又偏重能短
期增加

GDP

的经济建设支出， 教育投入就更
加不足。 财力充足的中央和省级政府没有承
担教育经费的主要责任， 财力不足的县乡政
府承担主要的教育经费责任， 这种教育财政
能力与责任间的错位， 是造成我国政府教育
经费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

2006

年我国全部
政府教育经费中，中央政府的比例为

10.9%

，省
级政府的比例为

13.8%

。与
OECD

及巴西、印度
等国

74%

以上的比例相比，我国中央和省级政
府负担的教育经费比例亟须提高。

我国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还有一个
原因，就是教育法制不健全，政府教育投入的
法律规定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1996

年开始
实施的教育法， 对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有三项

重要规定：（

1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

2

）全国各级财
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随着国
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

3

）各级人民政府教
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
的增长 。

1996

年到
2007

年的
12

年中 ， 由于
1995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NP

（

GDP

） 的比例处于
2.32%

的谷底， 第一项规
定有

9

年得到了执行。第二项规定则执行得很
不好。

1996

年全国财政总支出中教育经费支
出的比例为

18.29%

， 是历年来的最高水平，

2007

年这个比例为
16.26%

。

12

年中，这个比例
有
6

年是下降的。 第三项规定也没有很好落
实。

2006

年，全国有
12

个省、自治区教育财政
拨款的增长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更
为重要的是， 教育法对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的
规定没有得到执行， 没有哪一级政府承担了
违法的责任， 不但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 更
对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提供了负面激励， 加剧
了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

1

2

3

把教育摆在
公共财政突出位置

———访鄂尔多斯市教育
局局长阿拉腾乌拉

以 “羊煤土气” 创造经济发展
神话的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

近年来始终坚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

并在全市范围内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让所有适龄孩子都能在良好的环境
中学习、 生活。 日前， 记者采访了
鄂尔多斯市教育局局长阿拉腾乌拉。

记者： 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改革以前， 鄂尔多斯市教育投
入的焦点和难点问题集中在哪些方
面？

阿拉腾乌拉： 实施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改革前，鄂尔多斯教育公
用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教师工资不能
按时足额发放。

2005

年全市生均公用
经费为

108

元， 最低的鄂托克前旗生
均零元。 截至

2005

年年底，全市拖欠
教师工资

3100

多万元。 如今，全市生
均公用经费达到

372

元， 教师工资也
能按时足额发放，以前拖欠的教师工
资现在也都给予了补偿。

记者： 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哪些
举措保障教育经费投入？ 效果如何？

阿拉腾乌拉： 随着全市经济的
飞速发展， 鄂尔多斯市坚持优先安
排教育工作 、 优先保障教育投入 ，

建立健全了教育工作领导责任制 ，

有力促进了城乡之间、 学校之间义
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目前， 预算内
生均教育事业费、 生均公用经费均
达到逐年增长。

2005

年在自治区率
先实施城乡一体的义务教育 “两免
一补” 政策；

2006

年起又率先实施
城乡一体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改革。 两项全市累计投入

4.44

亿元，

其中市 、 旗 （区 ） 财政投入
2.64

亿
元， 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
保障范围。 此外， 还从

2007

年起全
面实施了免费特殊教育。

在财政主渠道投入的同时， 全
市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 鼓励社会
投资、 捐资教育。 各旗区通过财政
投入、 企业资助、 土地置换等形式
大力改善办学条件，

2008

年东胜区、

伊金霍洛旗分别投入
6

亿元、

1.9

亿元
用于新建、 改扩建学校。

2008

年协
调市内知名企业设立了鄂尔多斯市
人民教育基金会， 现已募集资金

750

万元， 主要用于学生资助、 教学科
研和教师奖励， 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认可。

记者： 从鄂尔多斯市的经验出
发， 您认为妥善解决教育经费投入
的方向是什么？ 对《规划纲要》 有
哪些意见和建议？

阿拉腾乌拉： 我认为妥善解决
教育经费投入的方向是不断完善以
财政拨款为主、 多渠道筹措教育经
费为辅的教育投入体制。 《规划纲
要》 中应明确： 把教育摆在公共行
政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突出位置，

不断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 保障
教育公平， 履行促进教育发展的职
能； 深化教育投资体制改革， 建立
以财政拨款为主的多元化、 多形式、

多渠道的教育投资体制； 强化政府
行为， 充分发挥财政的主渠道作用，

认真落实教育经费 “三个增长” 和
“两个比例”； 依法足额征收城镇教
育费附加， 保证足额用于教育； 实
施优惠政策， 扩大社会各方面对教
育的资金投入。

（本报记者张晨郝文婷）

现身说事

实践者说征文邮箱：

gangyao@jyb.com.cn

青海省湟源县申中乡大石
崖小学校长吴延金：

政府教育经费分担体制期待创新
■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袁连生

1993

年我国提出， 到
2000

年实
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的
比例达到

4%

的目标。 但至
2007

年，

这一目标仍未实现。 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支出不断增长， 各地各级政府也
不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力度， 但教
育经费投入不足仍是制约当前我国
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 “再穷不能
穷教育”， 如何从根源上妥善解决政
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 成为
广大群众持续关注的教育难点、 热
点。 本期特刊聚焦这一话题， 集思
广益， 寻求解决之策。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硕龙镇隘江完小学生在校园内玩耍。 本报记者 张学军摄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