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此“论文模板”是由多篇文章拼接而成，内容与实际文章不符且多有不连贯处，仅
供修改体例格式时参考。
论文的排序为：中文标题、作者姓名、工作单位、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中图分类号、
正文、注释、参考文献、英文标题、作者汉语拼音、工作单位英译名、英文摘要、英文关
键词。

标题用宋体、小二号字、加粗；
作者姓名用幼圆体、五号字；
①
《预算法》的立法宗旨及其实现 作者单位用楷体_GB2312、五号字，须提供
文章

每个作者的一级单位、二级单位、单位所在
1

王维国 ，王石磊

2

省市及邮编。

（1.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2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8）
摘 要：如何管控预算规模，提高预算支出效益，降低政府债务负担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政
“摘要”二字用宋体、五号字，中间空一格；
摘要内容用楷体_GB2312、五号字，100~300 字，语言简
府预算理论与实践难题。我国现行的预算法在立法宗旨的规定中明确了关于此问题的基本理
洁且能概括文章内容，摘要中不能出现“本文”二字；
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预算法》立法宗旨实现的直接责任主体，而人大及其常委

“关键词” 三字用宋体、五号字，内容用楷体
会预决算审查监督的目的就是促使预算职能的范围得到合理界定及依法实现；
同时，督促政
_GB2312、五号字，3~8 个。

府强化支出绩效管理、分配正义和债务管理。不过，基于《预算法》立法宗旨要求的预算管
理安排与运行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预算法》；立法宗旨；实现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政府预算的规模也相应增大；同时，政府负债余额也不
断增大。2017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首次超出 20 万亿元， 3%的赤字率对应着约
2.38 万亿赤字规模。预算绩效、民生支出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
的关注。世界上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由于政府预算赤字规模增长过快从而导致主权债务风险的
问题。如何管控预算规模，提高预算支出效益，减少浪费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预算理论与实
践难题。我国现行的预算法在立法宗旨的规定中明确了关于此问题的基本理念。不过，基于

二级标题用“一、二、三......”顺序排列，

理念要求的预算管理安排与运行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宋体、五号字、加粗，缩进 2 字符；

一、政府是《预算法》宗旨实现的直接责任主体

三级标题用“（一）（二）（三）......”顺

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地域不同的时间建立了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国家的发展水
序排列，楷体_GB2312、五号字，缩进
2 字符；
从政治活动的角入税收时代......从最广义上讲，是一个政府的财务计划......
四级标题用“1.2.3......”顺序排列，不单独
列出，与正文相接。
（一） 公共预算编制与执行的不足及其完善

1.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各项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作者简介和基金项目介绍以脚注的形式在文章第一页
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公共预算支出按照其功能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
呈现，用宋体、小五号字；

交、公共安全、国防支出，农业、环境保护支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支出，社

作者简介须提供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性别、籍贯、学历、

会保障及就业支出和其他支出。如果纳入预算编制的不是政府的全部收支；那么，政府虽然
职称及研究方向；

取了众人之财，但难以保证是否完全是办众人之事。因此，完善的公共预算编制首先要做到

基金项目须提供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

收稿日期：2017-xx-xx
作者简介：王维国（1967-），男，陕西子洲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政府预算监督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xxxxx）

全口径。在公共预算执行中应实行国库集中收付、现金余额集中、会计处理集中、交易监管
集中，才能做到对收缴、支出拨付的全程管理和控制；在没有设立人大专门委员会而人大常
预算监督根据监督时间划分，有事后监督、事中监督以及事前监督三种情况。事前监
督的作用主要是预先调整和先期防范(见图 1)。对此，要求人大要加强预算立法。事中监督
是日常性的监督，其特点是情况复杂、点多、面广。对于事中监督，人大常委会首先要有了
文章内容如需要图片说明，须在文中标
注；

图片标题为“图 1/2/3_图片标题，
用宋体、五号字、加粗，位于图片下方居
中。

图 1 XXXXXXX
解掌握预算执行的途径（见表 1），如人大有关机构与财政部门国库支付系统在线联网，就
有助于对预算执行监督就由事前和事后监督升级为全程实时监督，把看不见的政府“透明化”
①

。
文章内容如需要表格说明，须在文

表 1 XXXXXX

中标注；

姓名

年龄

班级

表格形式为三线表，标题为

张 XX

7

一年一班

“表 1/2/3_表格标题，用宋体、五

李 XX

8

二年一班

号字、加粗，位于表格上方居中。

王 XX

10

四年三班

论文中注释一律在文后标注，切勿用插入脚注或尾注的方式表示，按照
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预决算的审查监督，不是为了审查而审查，监督而监督，主要

目的是防止和纠正政府预算在编制和执行中有可能出现偏离人民期待和公共需要满足等方
上标形式标注，如图：
；
②
面的问题 ，保证政府的预算编制和执行活动严格遵守法定范围、用途和方向；同时，推动

如多项标注出自同一条注释，文中不得出现重复标号，用①②③......顺

政府进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财政事权和
序排列，文后注释如下表示：
支出责任，真正实现一级财政一级财权，从而使《预算法》的立法宗旨获得充分实现。
①②通过在线监督，人大常委会对......
注释：
注释标题用宋体、五号字、加粗，内容用楷体_GB2312、五号。
①②通过在线监督，人大常委会对财政资金规模、流向和使用情况的实时监督，随时对每个
预算单位的预算执行和计划明细、支付情况进行实时查询，跟踪监控财政预算资金的使用情
况。“开通预算执行在线监督‘天眼’”，《人民代表报》2015 年 5 月 23 日。
③......
“参考文献”标题用宋体、五号字、加粗；
参考文献：
内容用楷体_GB2312 字体、五号，具体格式须参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7714-2015 《信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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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control the budget scale,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budget expenditure,
reducing government debt burden have become a world government budget theory and practical
problem. China's current budget law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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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The purpose of the review and supervision of the NPC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is to make the scope of budgetary functions reasonably defined and
Abstract 和 Key words 加粗；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At the same time,it urges the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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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nditur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debt management. However,
the budget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purpose of budget law requires furthe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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