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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7月30日讯 我省审计部门对13个省级扶贫开

发重点县2011至2013年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
专项审计。审计发现，扶贫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已经投
入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到2013年末有34%没有使用，有的
扶贫资金也并未真正用在贫困户上。

根据审计署统一安排，我省审计部门对14市(不含济
南、青岛、烟台)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和建设等情况进
行了跟踪审计。审计结果显示，资金筹集不到位、保障房空
置等问题大幅减少，但在资金拨付、基础信息管理和工程建
设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有扶贫资金没用于贫困户

“扶贫资金在分配上存在一刀切，不论村庄大小，都按
每村30万元的标准分配省级专项扶贫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扶贫整体成效。”省审计厅厅长马青山介绍说，审计抽
查的249个村，近3年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8516 . 35万元，以种
植、养殖方式共扶持农户2 . 11万户，其中贫困户1 . 18万户，
占56%；以互助金方式共扶持农户9751户，其中贫困户2127
户，仅占22%。

审计还发现，扶贫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管理还不够严
格。“资金未有效利用，已投入的3 . 46亿元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至2013年末结存1 . 17亿元，占34%。”马青山说，7
个县的8个单位及3人虚报冒领、骗取扶贫资金124 . 93万
元；5个县的14个单位挤占挪用扶贫资金143 . 64万元，如临
朐县国有沂山林场挪用供水工程扶贫项目资金11 . 91万元，
用于人员经费开支；11个县未及时拨付扶贫资金3396 . 91万
元，如夏津县2011至2013年扶贫资金中有960万元滞拨时间
达6个月以上；10个县的149个贫困村扶贫互助协会变相发
放红利、超范围发放借款、未按规定提取公益金等，涉及
金额454 . 1万元。

此外，还存在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工作不到位、扶贫建设
项目管理不规范等问题。13个县没有确定县级重点扶贫乡
(镇)、村，未对扶贫对象建档立卡，难以实现对区域内贫困
人口的全面、精准区别；6个县的11个项目自行变更建设内
容；9个县的20个项目未按计划开工或实施进度滞后；6个县
的6个项目招投标管理不合规，如莱芜市莱城区国有吉山林
场供水工程扶贫项目计划投资71 . 5万元，未经招标直接指定
个人承包施工。

1973套保障房未验收即交付使用

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和建设等情况进行的跟
踪审计发现，部分项目未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50个
项目在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环节未依法履行招标
程序，涉及合同金额8 . 22亿元。3个项目存在违规评标、
定标问题，涉及合同金额1 . 19亿元。如日照市经济开发
区奎山街道朱家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定标之前签订合同，
违规定标金额2307 . 23万元。26个项目保障性住房竣工验
收不规范。其中，1973套未办理竣工验收即交付使用，
1716套未进行分户验收，2097套未按规定进行竣工验收备
案。

存在滞拨、拖欠工程资金现象。菏泽市本级和广饶等14
个县未按规定时限拨付上级补助资金1 . 22亿元，其中最长的
滞拨时间达15个月。抽查发现，武城县和东阿县的10个保障
性安居工程项目拖欠工程款7204 . 94万元。

部分地区住房保障基础工作仍比较薄弱。“住房分配和
使用管理信息化水平较低。”马青山举例说，东营等3个市
本级、邹平等17个县的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尚未使用信息系
统进行住房保障业务管理；庆云等7个县的1618户保障对象
档案不完整，缺乏动态更新。

此外，聊城市本级和昌邑等13个县尚未建立保障对象经
济状况审查信息共享机制，民政、住房保障等管理部门与公
安、房产、工商、车管等部门之间，难以及时核对申请家庭
的信息数据，影响住房保障资格审核审批效率。泰安、威海
市本级和沾化、单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未按规定及时将保障
性住房房源、分配过程、分配结果或退出信息向社会公开，
涉及保障对象655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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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

落实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7月 3 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部署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有序推
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讨论《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决定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确定适时发布大城市城镇
调查失业率数据，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

会议指出，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适应“新四化”同步发展要求，
以人为本、改革创新，进一步做好为农民
工服务工作，有利于造就支撑产业转型升
级的较高素质劳动新军，促进扩大消费的
新群体，参与城市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
新市民，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一要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实施职业

技能提升计划，鼓励各地改扩建面向农村
招生的职业、技工院校，努力让未升入普
通高中、普通高校的农村应届初高中毕业
生都能接受职业教育。发展服务业和中小
微企业，开发适合农民工的就业岗位。运
用财政支持、创投引导、小额担保贷款和
贴息、生产经营场地等扶持政策，促进农
民工创业。

二要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在建
设领域和其他容易发生欠薪的行业推行工
资保证金制度，探索建立欠薪应急周转金
制度，落实工程总承包企业对农民工工资
支付全面负责制度、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
刑事司法联动治理恶意欠薪和解决欠薪问

题地方政府负总责制度。落实农民工与城
镇职工同工同酬。畅通农民工劳动争议仲
裁“绿色通道”，提高仲裁效率。

三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
革，促进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民工及家属
在城镇有序落户并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
务。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要对农民工随迁
子女开放。将农民工纳入社区卫生计生
服务范围，逐步将有意愿的农民工纳入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将
住房保障和公积金制度实施范围逐步扩
大到农民工。

四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服务，推
动体育、文化等设施向农民工同等免费开
放。

会议讨论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

求意见稿)》，强调已经发放的权属证书继
续有效、已经依法享有的不动产权利不因登
记机构和程序的改变而受影响。会议决定，
按照立法程序要求，将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之后再推进相关法律修改工
作。

会议指出，保就业是政府重要职责，
也是区间调控必须确保的民生“下限”。
目前，我国发布使用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
的条件已具备。会议确定，扩大调查失业
率统计范围，完善办法，由统计部门依法
适时发布大城市调查失业率数据，以更加
全面动态反映失业情况，让社会和公众及
时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使宏观经济决
策更加“心中有数”，为促进比较充分的
就业提供支持。

一种身份还需N项配套
在户籍制度自身改革的同时，各项配套措施如何落到实处？这是人们更为关注的问题

7月30日，备受关注的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公之于众，
标志着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
面实施阶段。

户籍制度改革事关亿万国人的福祉，是
一项必须优先推进的基础性改革，其改革决
心之大、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措施之实均
属空前。如何解读这一改革？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成历史

意见中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建立城乡统
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意味着以“农业”和
“非农业”区分户口性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
度将成为历史，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
类型也将作古，今后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户口
均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户籍制度的人
口登记管理功能。

“这次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努力实现
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城
镇落户，让在城镇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
和其他常住人口暂时没有落户的，能够逐步
享受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重要的
目标。”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说。

根据意见，户籍制度改革还有另一个重
要目标，即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
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
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
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对于新型户籍制度的内涵，黄明进行了
阐释：要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一城乡的
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基本建
立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就业为基本条
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为基本形式的户口迁
移登记制度，建成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实现
跨部门、跨地区的信息整合和共享。

对于这两大发展目标，意见给出了明确
的时间点——— 2020年。

按人口规模确定各城市落户政策

意见进一步调整了户口迁移政策，按照

人口规模来划分并确定各类城市的落户政
策。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在
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
镇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
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
等，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在城区
人口50万至100万的城市合法稳定就业并有
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同时按照国家规定
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
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
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
口。

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在城区人口
100万至300万的城市合法稳定就业达到一定
年限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同时按照
国家规定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
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
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
户口。城区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城市，要适
度控制落户规模和节奏，可以对合法稳定就
业的范围、年限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
范围、条件等作出较严格的规定，也可结合
本地实际，建立积分落户制度。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改进城区
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
完善积分落户制度。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
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
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合理设置
积分分值。按照总量控制、公开透明、有序
办理、公平公正的原则，达到规定分值的流
动人口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
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
户口。

就业、教育、医保等全面跟进

在户籍制度自身改革的同时，各项配套
措施如何落到实处？这是人们更为关注的问
题。结合意见，教育部、财政部、卫生计生
委等相关部委负责人进行了一一介绍。

——— —— 就业失业：在就业失业登记管理
上，将实现农民工就业信息全国联网，并为
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就业信息和政策咨询；面
向农业转移人口全面提供政府补贴职业技能
培训服务，加大创业扶持力度，促进农村转
移劳动力就业。

——— 子女教育：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将被
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
畴，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的人数
来拨付教育经费；支持地方以普惠性幼儿园
为主，解决随迁子女入园问题，推动以公办
学校为主接收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逐步
完善并落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中等职业
教育免学费政策；推进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
加升学考试。

——— 医疗卫生：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
住人口被纳入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体
系，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完善并落实医
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和异地就医结算办
法，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快
实施统一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 养老保险：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
筹，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政策。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

——— 社会救助：完善以低保制度为核心
的社会救助体系，实现城乡社会救助统筹发
展。

——— 住房保障：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
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并采取多种方式保障
农业转移人口基本住房需求。

问：为什么要以人口规模来确定各类城
市落户政策？

答：这次户籍制度改革没有简单以城
市行政级别来确定落户政策，主要考虑
是，城市行政级别难以真实反映当前我国
各类城市的人口实际情况。比如，相同行
政级别的城市人口规模差异较大，同样是

地级市，有的人口超过800万，有的只有
二三十万。同样行政级别的城市，地域、
环境等综合承载能力差别也很大，有的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的已经很紧张。按
照人口规模来确定各类城市落户政策，不
与城市行政级别直接挂钩，不仅符合各地
实际，而且也有利于各地因地制宜地确定
落户政策，有利于引导人口在大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有序落户。

至于新的城市类别划分标准，目前国
家发展改革委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

问：我国已经实施户籍制度和居民身份
证制度，为什么还要建立居住证制度？国家
层面居住证制度的政策什么时候出台？

答：建立居住证制度，是一个过渡性
的制度安排，主要是为了建立健全与居住
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
制，解决那些已经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
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教
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
的实际困难。

公安部在总结各地做法、深入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居住证管理办法》
草案。目前，由国务院法制办和公安部牵
头，会同有关部门正组织广泛听取各地各
部门的意见，待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报国务
院审批。按照中央的要求，《居住证管理
办法》今年将要出台。主要是明确居住证

的功能定位，规范居住证申领条件、办理
程序以及居住证持有人权利义务等基本内
容。待《办法》出台后，由各地从本地实
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意见；已
经探索实施这一制度的，要及时修订、有
效衔接。

问：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具
有什么实际意义？

答：这意味着将不再区分农村娃与城市
娃，标志着城里人和农村人身份上的统一，
打破了几十年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壁垒，是社
会发展的一大进步。还要建立与统一城乡户
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
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逐
步实现城乡居民平等享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
利待遇。户口登记制度统一后，将不再以农
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为依据区分农村人与城
里人，改为根据居住地的不同来区分城镇人
口和农村人口，根据从事的职业区分农业人
口与非农业人口。当然，由于城乡发展不平
衡，居住在农村的居民与居住在城里的居民
原先存在的待遇差别的消除，需要有一个过
程，需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
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还要加快推进农村
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维护好农民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
权。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7月30日电)

有了身份证，为何还要居住证
———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就户籍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7月30日，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国新办
发布会上，介绍户籍改革有关情况。

1951年7月16日，公安部公布《城市户
口管理暂行条例》，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
户口管理条例，基本统一全国城市户口登记
制度。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明确将城
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奠定了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基本格局。

1964年8月《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
的规定(草案)》出台，集中体现了该时期户
口迁移的两个“严加限制”基本精神，即：
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
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

198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
落户问题的通知》颁布，户籍严控制度开始松
动，规定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
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
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出台，规定已
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
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2001年3月颁布的《国务院批转公安部
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的通
知》，标志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
进。通知规定，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
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

201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
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要引
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
制镇转移，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落
户需求，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实习生 王韵 记者 李占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29日召开的省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

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省审计厅厅长马青山作的审
计工作报告。作为本次审计的一项重点内容，审计部门
重点抽查了济南、德州、聊城3个市所辖9个县和3个开发
区地税部门，延伸审计了 8 9个纳税单位。审计结果表
明，我省税收收入总量和质量有所提高，但也有小微企
业营业税减免政策落实不到位、纳税人利用虚假发票逃
税、个别地方违规引税(违规引税是指将不属于自己区域
内的税收，通过各种非正规途径“拉”到、“借”到或
“买”到自己辖区，以获得超过实际的税收返还或政绩
回报)等问题。

马青山介绍，审计的5个县和3个开发区符合免税条件的
3096户小微企业，2013年8月至12月，有1312户应免未免营业
税56 . 22万元，占被调查企业营业税免税额的23%。

审计的5个县和3个开发区193个房地产开发项目，达到
清算条件的147个，有60个未清算，占符合清算条件项目的
41%。

山东聊城天恒置业有限公司使用6张伪造的发票共计
1090 . 09万元，虚报房地产项目开发成本，逃避缴纳土地增
值税240 . 3万元。宁津县路路通气化有限公司利用虚开运费
发票列支90万元，逃避缴纳企业所得税22 . 5万元。

宁津县4个地税中心所2012至2013年利用代开发票方式为
当地政府引税3223 . 01万元，为辖区外单位代开发票7 . 48亿
元，当地财政为此支付引税费用1665 . 03万元，占引税额的
52%。

审计还发现，有些地方对重点税源征管不到位。8个县
和3个开发区地税部门截至2013年末对27户纳税单位少征收
当期税款3 . 98亿元，至今年5月末尚有5006 . 11万元未征收；3
个县和1个开发区地税部门对11户重点税源企业违规缓征税
款5 . 45亿元；济南市地税局高新区分局对企业提前征收税款
1 . 19亿元。

户籍制度改革简史

■相关链接

我省专项审计发现

百多万扶贫资金

被冒领骗取

我省税收征管审计结果表明

小微企业应享未享

免税额超两成

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
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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